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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视数量”到“提升质量”，从“规模扩
张”到“结构升级”，通过“质与量”“速与效”“进
与退”“舍与得”的辩证选择，静海区持续解锁
高质量发展“动力密码”。
“1+N”产业发展规划高水平引领，京津

冀协同发展平台有效搭建，新动能产业体系
初具规模，“一制三化”改革持续深入，科技创
新驱动向纵深延展，静海区从全市经济发展
的“跟跑者”变身“并跑者”，并在特色产业领域
中实现了国内“领跑”。
秉持大胸怀，淬炼大气魄，熔铸大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静海区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
求，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战略，抢抓新机遇、
应对新挑战，锚定建设“现代、活力、绿色、健
康、平安、幸福静海”发展目标，以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将静海区打造成为“落实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先行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
示范区、先进制造产业的聚集区、城乡融合发
展的现代化新城区”，助推天津社会主义现代
化大都市建设，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
现静海区新作为。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杜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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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能——“三大平台”打造高质量发展载体

搭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新旧动能转换、
扩大对外开放“三大平台”，有效承担起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产业能级优化提升、加强
国际交流合作等使命重任，是静海区践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
的生动实践。

2018年4月，静海区与河北省沧州市、廊
坊市共同签订了深化静沧廊(3+5)协同发展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规划编制、综合交
通、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工作机制

“六个协同发展”。
紧紧扭住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

子”，静海区积极搭建产业承接平台，加快产业
对接，精准错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子牙
经济技术开发区被列入全市承接北京疏解的重
要平台，先后引进北京项目40个，总投资超过
370亿元。

积极参与“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静海区
编制完成了“四网融合”交通规划，津石高速静
海段全面完工，津雄城际、津沧城际静海枢纽站
选址初步确定，市域郊铁路静海线于今年2月
开工建设。

“腾笼换鸟”“携手共赢”始终是静海区发展中
的“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在激发强大活力的
同时，新旧动能转换和扩大对外开放两大平台更
为静海区发展带来了动力、格局之变，打开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多年来，静海区持续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现代
产业集群。装配式建筑、绿色电镀、智慧产业等
一批高端产业项目接踵而至；重启子牙经开区与
日本北九州市的项目合作，在循环经济、新能源
汽车和新能源电池领域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全
面推动中德天津大邱庄生态城规划建设，打造产
城融合的生态样板；积极探索外贸服务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外贸出口增速持续领跑全市……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设立中
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标志着合
作示范区建设的大幕全面拉开。今年4月，市
政府批复公布了示范区发展总体方案，提出了
打造健康产业创新区、健康生活先行区、国际合
作示范区的发展目标。
作为京津冀“2+4+46”重点承接平台，静海

区瞄准“大健康”，着力打造国际领先、国内示范
的大健康产业集群，吸引了大量优质资源聚合。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50名高学历、高素质人
才；团泊大道实现竣工通车；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体育学院、北师大附属学校、翔宇力仁学校
等先后投入使用；共建北京协和医院天津校区
合作协议签署，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研究院和
研究生院签约落户，中日体检中心项目达成合
作意向，31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京津冀异地就
医住院联网直接结算……

今年，示范区计划实施项目39个、总投资
331亿元。血液病医院（团泊院区）、中医药大学
三期、医科大学新校区、体育学院三期等9个在
建重大项目加快建设。签约落地合作项目24
个，与天津中医药大学签订“中国神农谷”项目协
议，携手打造全国中医药产业发展“龙头”；与步
长集团就中医药大学宣肺败毒颗粒药品产业化
项目签订合作协议，推动中药制药产业化发展；
由体育学院与清华大学倡导的静海生态修复治
理与健康产业城市主动健康综合体项目（EOD
项目）成功获批；与万达集团、香港新华集团签订
协议，引入国际顶尖的文化体育、医疗康养项目。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示范区负责人
王永威表示，优质项目的争相入驻，源于静海区
对示范区载体设施的持续打磨。
一方面，大力发展医疗、教育、体育、康养四

大主导产业，加快形成“一核心三基地”产学研
用一体化发展布局，创新“互联网+医疗”模式，
大力发展特色健康服务业，着力打造国际健康
服务一站式栖息地。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天津
中医药大学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创新资源优势，
构建起中西医“双航母”创新集群，加快推进“神
农谷”“创新科技园”建设，使示范区成为高端人
才的集聚地、健康产业创新发展的引领区。

在位于唐官屯加工物流区的中铁建大桥工
程局集团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基地，
记者看到，现代装配式建筑生产车间几乎见不
到遍地钉子、木方、模板的景象，墙体、楼梯、楼
板等预制构件全部采用流水线作业，让盖房子
如同搭积木一般快速简单。

公司副总经理刘洋告诉记者：“自2020年
4月恢复生产以来，全年累计生产了约3.2万立
方米预制构件，产值达到了1.6亿元。今年上
半年，产值大约达到8000万元，按照目前快速
发展的势头，预计今年产值能翻一番。”

作为天津对接服务雄安新区的示范区，静
海区瞄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的黄金“窗口期”，
亮出绿色城市建设“新名片”。

2017年1月，装配式建筑产业创新联盟在
静海区成立。2019年3月，天津市现代建筑产
业园获批设立，央企、京企近20家装配式建筑
企业落户，牵头制定装配式建筑部级工法和行
业标准达10余项，有力推动了静海区装配式建
筑产业集群式发展。2020年9月，天津市现代
建筑产业园经住建部批准为国家级园区类装配
式建筑产业基地。

走进位于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尚林苑明
星示范项目，两座层次分明的装配式建筑舒适
环保、吸人眼球。据项目负责人张萍介绍，作为
天津首例模块化公寓建筑，也是全国首例获得
正式审批手续的模块化居住项目，尚林苑项目
建造主体结构仅用了10天左右时间，目前已通
过“国家住建部科技示范项目”评审。

按照“一体两翼，两大支撑”的发展思路，静
海区规划了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的装配式建
筑产业基地，唐官屯加工物流区、子牙经济技术
开发区、大邱庄工业区、静海经济开发区四大板
块各具优势、错位发展，逐步形成引领行业、示
范全国的装配式建筑产业聚集区。

充沛的资源推动了静海区装配式产业集群
式发展。2020年10月，第二届中国装配式标
准化钢结构建筑科技论坛在静海区成功举办。
静海装配式建筑产业创新联盟驻雄安办事处也
正式挂牌运营，友发集团、中建集团等企业产品
相继应用到雄安新区项目建设。

作为以有色金属加工和钢轧延业为主的小
镇，静海区大邱庄镇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经
历40余年发展，目前，入驻各类工贸企业近
3000家,金属制品加工能力3900万吨，被命名
为中国焊管生产基地、中国钢管外贸基地、北方
最大的钢材加工基地、千亿级的金属制品加工
基地。

近年来，大邱庄镇瞄准破解“钢铁围城”发
展桎梏，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探索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新路径。
2018年7月，在以“城市设计引领绿色发展

与文化传承”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城市发展与规划
大会上，大邱庄被授予“中德生态示范城市”称号，
天津又一座生态城由此正式启动规划建设。

中德天津大邱庄生态城位于大邱庄镇西
侧、团泊湖南岸，规划面积16.8平方公里。其
中，核心区4.4平方公里，主要建设住宅、公共
配套、商业配套、高端产业研发项目等，打造集
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中德示范小镇。

去年8月，中德天津大邱庄生态城一批重
点项目签约，涉及智慧产业、智能及先进制造、
智能网联、云供应链服务、电商平台等多领域，
总投资达7亿元。
“好的项目引进来，现有的企业也要‘腾笼

换鸟’、转型升级，大邱庄百亿道上有40多家
企业列入了拆迁范围，全部完成后，污染减排
量大约每年能减少400多吨。”大邱庄生态城
发展建设管理局局长刘文闯表示，今年生态城
预计投资14亿元左右，4个基础设施项目和2
个地产项目陆续开工，为静海区“十四五”开局
打好基础。

作为静海区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
点，静海区组建大邱庄生态城发展建设管理局，
引进德国生态环境理念和先进制造要素，着力
发展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医疗器械智能
制造产业园、中德国际企业总部区等特色产业
集群，让曾经的“钢筋铁骨”焕发“绿颜”。

同时，生态城从完善招商引资机制、开发建
设产业载体、搭建国际化服务体系、创新投资开
发模式等方面着手，推动项目融资落地，打造产
业化生产制造基地和对外开放新高地。

昔日团泊洼
今朝健康城

“装配”新动能
建筑绿色城

产业“黑转绿”
崛起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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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平方公里团泊湖

国家级园区类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130平方公里绿色林海

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

银隆新能源公交车

护航——“三个干净”优化高质量发展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静海区扎实做好“三个干
净”建设，高标准实现政治生态干净、社会生态
干净、环境生态干净。
一湖澄澈、层林叠翠，构筑起“东湖西林”的

生态格局，不仅浸润着整个津城，也铺就了静海
区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同时，强化“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构建大美
生态格局，实施湿地保护和修复工程，持续推
进生态林工程。

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环保产业，倡导
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推
动生态环境、生态产业、生态资源利用、生态社
会、生态文化、生态治理机制等六大生态文明体
系建设，津雄走廊上的生态节点作用初步显现。
此外，实施了“静海干净工程”三年专项行动，以

政治生态干净保证社会生态干净和环境生态干净。

静海区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
织、作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高标
准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
教育；坚持政治首关，按照好干部标准，树立正确
的政治导向，认真落实巡视、审计、督查整改，加大
巡察力度，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四
风”问题，深入开展不担当不作为和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专项治理，政治生态得到明显改善。

时间永不止歇，奋斗永不停歇。

筑基——“三大攻坚战”夯实高质量发展基底

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
防治“三大攻坚战”，是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的关键。

甘肃省镇原县，国务院挂牌督战的52个国
家级贫困县之一，其中包括国务院挂牌督战的
贾山村和12个省级挂牌督战村、8570名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

2017年，静海区与镇原县跨越1300公里
实现结对帮扶。这个在2017年初贫困发生率
仍达13.8%的中国西部县城，伴随着东西部扶
贫协作的浩荡东风加速“超车”。

静海区在帮扶镇原县13个贫困村中，兴建
了8个村集体肉兔养殖专业合作社，带动几千

人实现脱贫；在镇原县创立久鼎联合社、建立
15个养殖合作社，形成了完整的畜牧养殖、屠
宰上下游产业链，镇原农副产品通过静海区线
上线下电商平台销售额超过2500余万元；打响
“1113”歼灭战，镇原县155户贫困户与静海区
各阶层结对认亲；发起“同心战疫，让爱回家”行
动，实现“点对点”劳务协作，340名镇原县务工
人员先后抵达静海，开启全新的工作、生活……

通过党建“引路”，带动脱贫“加速”，静海顺
利助推西藏卡若、甘肃镇原打赢脱贫攻坚战，通
过国家考核验收。
“十三五”期间，静海区投入环保财政资金35.4

亿元，3115家“散乱污”企业完成分类整治，38个纳
污坑塘得到有效治理，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全面提标
改造，城乡垃圾集中无害化处理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大力治污，换来了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

截至 2020 年底，静海区大气环境综合指数较
2015年改善25.2%，PM2.5浓度改善19.2%；水环
境质量稳步提升，全区12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
水质全部达到天津市新地标排放标准，劣Ⅴ类水
体比例降为零，全面消除建成区黑臭水体；农用地
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
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居安思危，方能行稳致远。静海区精准研判、
妥善处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和挑
战，以钢铁产能整体退出为契机，加快推进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不仅如此，静海区建立健全“借、用、管、还”机
制，整合国有公司、盘活国有资产，加强对园区、国
有平台公司投融资行为全过程管控，建立债务风
险应急处置机制，有效防范了系统性、区域性金融
风险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