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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不懈奋斗、锐意改革、
转型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正在逐渐生威发
力，东丽区经济社会发展逆势
而上、韧性凸显。2020年，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等主要经济指标
位居全市前列，今年一季度延
续稳中加固、稳中有进、持续向
好的经济运行态势，绿色高质
量发展迈入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东丽区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紧
紧围绕十一届区委确定的科技
强区、都市新区、文明城区的目
标接续奋斗，特别是2018年7
月26日，市委、市政府现场办公
会后，东丽区转观念、调思路、
明方向，作出了绿色高质量发
展的决策部署，从组织保障和
人才支撑、制度保障、能力和作
风保障方面构建起绿色高质量
发展的“四梁八柱”。
东丽湖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曲晴

创新驱动动能澎湃
下好创新发展“先手棋”，东丽区科技创新
活力效益持续增强。引进各类人才 3.1 万人，
天津市航空航天创新创业人才联盟、生物医药
人才创新创业联盟落户东丽区，加快创新人才、
产业集聚，东丽区正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安家兴
业的发展高地。
东丽区推动科研机构“脱虚向实”，全面评
估考核区财政重点支持的科研机构，有序退出
14 家无实质性产出的机构。着力打造“六有”
创新创业载体，认定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31 家，其中市级以上载体 19 家，数量位列全市
第二，在孵科技型企业 660 家，年入驻企业营业
收入超过 26 亿元。
加强创新主体培育，引进新能源汽车检验
中心、中航装甲航空发动机关键制件基地等新
动能项目 107 个，竣工投产电装电机新能源汽
车驱动电机及逆变器生产、核兴航材研发生产
基地等重点项目 82 个，聚集了 526 家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271 家雏鹰企业、20 家瞪羚企业和
32 家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比 2018 年大幅增长近 60%，工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由 13%上升为 21%。

“决胜临空”
全面推进
东丽区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天

天安智慧港

优美的生态环境已成为东丽湖一张闪亮的
名片，进一步擦亮了区域绿色发展底色。 东
丽湖沿湖岸线长度超过 45 公里，绘就了一幅水
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东丽区充分发挥绿
色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借助东湖、丽
湖良好的生态资源，以及 AAA 级景区自然艺
苑公园、AAAA 级景区欢乐谷主题公园、恒大
世博中心等载体，每年接待游客超 400 万人
次。同时，东丽区充分整合区域旅游资源，加速

腾飞中的临空经济区

东丽临空经济区自 2020 年成立以来，积极
贯彻落实“科创绿谷，临空新城”的发展理念，
实施“1516”发展战略，作为天津自贸区机场片
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多重利好政策的叠加
优势，正着力成为引领东丽区高质量发展的
“临
空新城桥头堡”
。
东丽临空经济区规划面积13.06平方公里，
围
绕临空CBD、
物流总部、
航空服务、
科技创新四大
片区建设开发。临空经济区依托滨海机场货物和

华明高新区

华明高新区紧邻外环线和津汉公路，毗邻
滨海国际机场和空港经济区，是市级示范工业
园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常年根植高新技术产
业的基础，让这里集聚了众多优质企业。
华明高新区重点发展智能装备制造、医
疗健康、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和知识
产权科技服务业。相继引进了国家电网、中
国中车、京东等央企、国企和世界 500 强企业

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

目前，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形成新一代
汽车技术、医疗器械和生物医药、新材料、检验
检测四大主导产业，相继吸引了日本丰田、电装
电机等世界 500 强企业及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中核集团、金桥集团等央企、民营企业共计
2300 余家入驻园区。
作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
东丽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
着力培育
创新创业生态，
打造集科技研发、
高技术制造、
高

津“一基地三区”大定位，紧密结合得天独厚的
区域优势，提出“决胜临空”发展战略，短短两
年，33 平方公里临空经济区从无到有，都市临
空经济中心建设徐徐铺开。
成立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组建社会化园区
开发建设运营公司，稳步推进临空 CBD、物流
总部区、航空服务区、科技创新区、金桥工业园
5 大片区控规调整审批、土地整理。招商引资
初见成效，400 余家企业相继落户，以 PPP 模式
盘活闲置载体 12 万平方米，跨境电商创新试验
区评分排名全市第二，初步形成跨境电子商务、
航空物流、智能装备制造业、航空航天等临空指
向性强的产业体系。全面深化同中国民航大学
的产学研合作，民航大学科技园开园在即。天
津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出口分会、东丽区物流
行业商会揭牌成立，第十一届中国临空经济区
论坛、跨境电商生态发展大会顺利举办，东丽区
临空品牌越叫越响、道路越走越宽。

都市新区拔地而起
东丽区是全市最先开展全域城市化工作的
涉农区。2018 年以来，东丽区树牢经营城市理
念，以拆还迁为突破口，
升级加力、蹄疾步稳，着
力打造现代化新城区。
推进精准拆迁，紧盯还迁区、出让区、复垦
区等重点地块，完成各类拆迁 800 余万平方米，
啃下了 22 个长期想拆却拆不动的硬骨头。
实施精心还迁，以需以人定房，
开展政策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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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
“快车道”。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初步形成，东丽湖着眼企
业需求，积极筑巢引凤，
建成天安、天骥、景湖科技
园等产业载体 200 余万平方米，并持续加快推进
丽健园 31 万平方米商业项目建设。用心用情服

已吸引跨境电商交易平台、
物流、
技术服务、
支付等产
业链各环节40余家企业入驻。
深入挖掘区域内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创新优
势，正在加速建设包括民航安全性与适航、空域安
全运行、智慧机场及运行装备、智能网联无人机运

华明高新区打造科技创新平台

的龙头项目，培育了信鸿医疗、海特传动等一
批科技型中小企业，致力于打造高新产业、高
新企业、高端人才和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的高度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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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丽区始终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底色，绿
色发展成效凸显。高标准实施
“一廊、两芯、两环、
六片区”规划，推进域内 146 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
障建设，累计拆除各类地上物 424 万平方米，造林
1.86 万亩，2340 亩古海岸湿地绿廊起步区建设工
程全部完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源头防控、铁腕治
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
测预警、生态环境考核等制度机制，综合整治“散
乱污”企业 2317 家、园区 36 个。推动传统产业焕
发生机，建成市级以上绿色工厂 14 家，93 个项目
获得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支持，区内 20 余家工业互
联网企业与传统产业联姻，金桥焊材等龙头制造
业企业正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大步迈进。

发挥区位优势做好临空经济文章

旅客吞吐功能，
聚焦打造航空总部、
航空物流、
跨境
电商、
智能制造、
临空商贸五大产业集群。目前已
聚集13家航空总部和33家航空物流公司。同时
依托自贸区和跨境电商创新试验区的政策优势，
提
供跨境电商产业链服务，
逐渐实现产业要素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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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底色持续
“擦亮”

东丽湖现代服务业服务走上“快车道”

推进文旅小镇落地，积极将恒大温泉、欢乐谷、
两湖观光等特色景点有机串联，大力打造集餐
饮、住宿、休闲、观光、康养、亲子、购物等为一体
的精品旅游线路，积极承接市区健步行等各类
文旅活动，东丽湖文旅产业发展按下
“快进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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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强化政策刚性，新建成还迁房 354 万平方米，
还迁安置 6.2 万人，分别占“十三五”时期竣工总
量的 78%和还迁总量的 83%，全域城市化安居工
程进入收官收口阶段。
东丽区全力提升城市品质，成功创建国家卫
生城区，贯通道路 32 条，优质物业公司进驻 18 个
还迁自然小区，
18 家机关事业单位 1105 个停车泊
位分时段错峰向周边居民开放，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 42.56%。建成 34 所学校、
幼儿园，
9 个街道和
社区卫生服务站，135 个社区健身园，市三中心医
院改址扩建落户东丽区，
年均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近
2000场，
安居、
宜居、
乐居新东丽阔步向前。

华明高新区在优化企业服务上持续发力，力
争实现项目建设过程中签约即招商、拿地即开工、
建成即入驻。今年 4 月，华明高新区垠坤未来汇
产业基地项目开工启动，这是东丽区首个拿地即

东丽经开区培育新动能助推产业升级

技术服务业于一体的产业聚集区。择优帮助双
创载体搭建研发、
中试中心、
线上成果展示平台、
成果评价中心等共享创新平台，
截至目前，
双创载
体升级项目超额完成产出和绩效指标。梯度培
育科技型企业，
引入科技服务机构，
积极推动高成

长企业雏鹰、
瞪羚、
科技领军（培育）企业转型、
升级、
评定工作，
通过开展科技项目申报、
政策宣贯、
信息
交流等专题培训及活动，
助推一批科技研发、
高技术
制造、
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成为园区新增长极。
数字是园区发展最好的注脚，
园区现有84家国

2020 年，东丽区 PM2.5 浓度 47 微克/立方米，
较 2017 年改善 25.4%，达标天数比例 64.5%，较
2017 年提升 7.8 个百分点，地表水质量综合污染
指数 2.18，较 2017 年改善 23.24%，考核断面达标
率 100%，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天蓝、水
碧、土净的生态之城变为现实。

基层治理初具品牌
东丽区持续深化
“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
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今年 4 月份，在
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
态文明教研部联合举办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征集
活动中，东丽区“一引四化”党群网格治理模式成
功入选全国 20 个优秀案例之一。
坚持党建引领，建立区、街道、社区、网格四
级书记抓基层治理责任轴心，103 个社区党组
织、415 个网格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力量；实施
网格化管理，1147 个全科网格全域覆盖，网格员
入户走访 473 万余次，处置隐患事件 38 万余件，
88908890 热线考评成绩连续 9 个月保持全市前
三；聚焦精细化服务，38 项公共服务事项下沉社
区；强化信息化支撑，建立包含 11 个子系统的
“智慧党建引领智慧社会建设信息平台”，数据
云上存、事件云上办、决策云上达；引导多元化
参与，沉淀骨干志愿资源 2.3 万人，开展社区和网
格志愿活动 1400 余次，涌现出了“海颂约吧”等
典型经验，逐步探索出了具有东丽特点的基层治
理新方式、新路径。

务企业，推动恒大世博中心、国家电网客户服务中
心总部等项目建成运营，跟进推动国网二期等项
目进展，为企业发展全程保驾护航。目前，园区注
册企业达 2000 余家，实地经营 230 余家，园区发
展潜力不断释放，市场活力持续增强。坚持创新
驱动战略，先后引进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创新中
心、天津先进技术研究所、成立航空、中检院天津
分院等科研机构十余家，区域新兴业态加速涌现，
产业集聚度不断提升。

输安全、民航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五大产业导入主
题的国家级民航大学科技园，积极进行成果转化，
落实企业孵化，引导产业聚集，
实现航空产业链条
的一体化，打造天津市航空科技创新产业新高地。
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临空经济区为加快推进
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积极推动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升级机场基础设施，构建辐射京津冀的综合枢纽，
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兴建，
构建服务于京津冀及环渤
海地区的国际航空物流中心重要承载区。

开工的项目。华明高新区立足企业需求，着力优
化报建流程，为企业量身定制报建流程，拿地前注
重项目生成，拿地中推行容缺预审、并联审批，拿
地后迅速取得许可，为企业赢得领跑先机，以优质
服务将企业“等地期”变为“加速期”。同时，项目
帮办代办人员在后续手续办理过程中全程跟踪指
导，减少企业在重复跑、重复等待上消耗时间，真
正让各项改革政策落到实处。

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1家战略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申
报专利项目3000余个，
8家生物医药和精细化工联
盟成员单位，
10家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成员
单位，
7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7家博士后工作站，
5家院
士专家工作站，
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
“111”
工程3
名杰出企业家、
4 名新型企业家、
91 名优秀企业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东丽经开区围绕核心产业，
聚焦
智能科技，
以助推传统产业升级、
新兴产业成长为重
点，
全力书写东丽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
“答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