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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先进”标注了“天津制造”的能级和水平

制造研发基地的先进性，体现在产品结构和产业
能级的先进性。

2021 年 5 月，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如期在津举
办。“天河”超算、大火箭等一批“国之重器”和前沿技术
成果精彩亮相，飞腾、麒麟、360等天津企业展现信创产
业打造芯片、操作系统、服务器、整机终端、安全软件全
产业链的丰富场景。“天津样本”让与会嘉宾印象深刻。

近年来，天津率先扛起智能科技大旗，大力发展信
创产业，加快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即智能
科技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大新兴产业+航
空航天、高端装备、汽车、石油石化四大优势产业，全力
构筑世界级产业集群。

质变已经发生。从纺织、钢铁、石化等产业为代表，
到以智能科技产业为引领的现代产业体系——新时代
的天津代表作，不再是海鸥（手表）、飞鸽（自行车）、北京
（电视机）等“三件套”，也不是一瓶酒（王朝）、一碗面（康
师傅）、一只“鸡（机）”（摩托罗拉）的“快餐盒”，而是天上
飞的“大火箭”、海里游的“天鲲号”、虚拟空间里奔跑着
的“飞腾麒麟”……近年来，天河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
算机、全球首款脑机接口专用芯片“脑语者”、12英寸半
导体硅单晶体、康希诺疫苗、240吨AGV自动运载车、水
下滑翔机等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天津实现突破。数据
显示，天津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达到26.1%，比“十二五”末提高8.6个百分点。

——“制造研发”拓展了“创新链条”的广度和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动能转换的迫切要求和重要支撑，必须创造条件、营造
氛围，调动各方面创新积极性，让每一个有创新梦想的
人都能专注创新，让每一份创新活力都能充分迸发。

2020年6月，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在津强化布局，将
再制造设计研发团队从郑州总部迁入，成立设计研究
院，实现了从设计、经营、生产到售后服务一条龙落户。

盾构机是城市地铁、跨海隧道等项目的关键装
备。中铁工程装备集团天津公司平均年产隧道掘进
机、再制造整机及相关零部件50余台套，产品销往国内
大城市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研发团队入
津，主要是看好天津搭建雏鹰、瞪羚、领军等科技企业
梯度培养体系，以及设立百亿级智能制造专项资金等
措施。近年来，中铁装备天津公司在京津冀地区找到
了上百家供应商。

创新氛围浓起来，是城市最好的品牌宣传。
天津通过加强科技策源能力建设和应用倒逼创

新，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
游企业，建设现代中药、车联网、先进操作系统等9家市
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天津市“芯火”双创基地（平
台）、中科院工生所、药研院等一批产业创新平台，全面
增强制造研发基地的核心竞争力。

现代区域经济竞争，从产品竞争走向产业链竞争，
从争夺单项冠军走向构建集成优势。天津聚焦信创、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10条重点产业链，着力串链补链
强链，健全“双链长”制，加快形成系统完备、高端高质
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建成无人机和新材料、高端装
备和智能制造、航空航天、智能网联汽车等10大产业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实现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技术
链、金融链“五链”融合，成为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有
效载体，让“追梦者”英雄有用武之地。

双港联动，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
“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

强起来。”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港视察
时强调，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
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依海而立，因港而兴。港口是天津最大的资源优
势，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
“海运首先要强起来”，是总书记的厚重嘱托，也是

实施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
志在万里，路在脚下。

——智慧赋能、绿色发展，世界一流港口扬帆远航

2020 年 1月 17日，在总书记视察天津港一周年
之际，全球首次25辆无人驾驶电动集卡在天津港实
船作业。

2020年10月17日，全球首次集装箱传统码头无人
自动化改造项目在天津港实现全流程实船作业。

2021年1月17日，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
程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在天津港全面运营。

这些时间节点，显然不是巧合。
4月9日，全球最大集装箱海运联盟——海洋联盟

在天津港开通欧洲新航线。
海面上，集装箱货轮缓缓驶来。码头上，一排排电

动集卡精准对位，装载集装箱后鱼贯而出，按照最优线
路停靠到预定地点；自动化岸桥从电动集卡上抓取集
装箱，稳稳落在集装箱货轮上。整个流程井然有序、一
气呵成，现场看不到一名工作人员的身影。
“无人的繁忙”背后，是运筹帷幄的“大脑”。无人

集卡的跑动、吊具的升降、集装箱的抓取，每一个动作，
都是通过大数据平台精确计算后，在北斗导航系统的
指引下，实现了远程指令发送、调度和监控，一次识别
准确率达到95%以上。

智慧港口蓬勃兴盛，绿色港口行稳致远。天津港
配置智慧引擎的同时，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发
展模式，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天津港在全国
率先实现煤焦100%铁路运输，推进矿石与煤炭双重
“钟摆式”运输，全力打造“公转铁+散改集”双示范港

口，铁矿石铁路运输占比不断提高；引进生态环境（大气）
智能监测管控系统，在国内港口企业中首次针对大气环
境六项指数、风速、风向、温湿度，进行实时监测及趋势预
测；高效推动港口能源结构优化，提高清洁能源设施设备
使用率，低排放港作机械占比不断提升。

2020年7月，天津港绿色智慧专业化码头科技示范
工程，从64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交通运输部科技
示范工程，在全国港口领域项目中独享殊荣。

——陆海空深度融合，国际航运枢纽全面发力

5月1日，在天津空港大通关基地，天津国际邮件互
换局新场地正式投入运营。

国际邮件互换局是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平台。
作为中国邮政具备海运邮件处理功能的三家机构之一，
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承担我国北方地区与日本、韩国的
海运进出口邮件分拨处理职能，是承接北京货运功能疏
解、建设国际航空物流中心的关键节点。

当前，跨境电商已经成为外贸创新发展的新亮点、转
型升级的新动能。天津国际邮件互换局新场地引入了大
量智能化、信息化设备，与海关等部门实现数据共享，国
际邮件的通关效率提升80%以上，为发展跨境电商创造
了更好的条件。

天津空港紧盯“区域枢纽机场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
定位，与京冀机场形成错位发展的世界级机场群，航空物
流园区加快建设，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在承接航运服
务业板块的小白楼、东疆等区域，已吸引到中远海运、招
商局等航运巨头在津布局，工银、交银等租赁公司开展融
资租赁。

海港空港携手，海路铁路联运。2020年12月28日，
一列从天津港开出的海铁联运到达北京平谷马坊铁路
站，标志着北京平谷与天津港间的海铁联运通道开通。
近年来，天津港集团加强路港航协作，发展以海铁联运为
核心的多式联运，构建贯通“三北”地区、联通中蒙俄经济
走廊的腹地运输网络，海铁联运通道已达42条，在京津冀
和“三北”地区布局100余家阳光物流直营（加盟）店，发
展航运金融、航运保险等现代航运服务业，加快由运输枢
纽向航运枢纽、资源配置枢纽升级。

截至2020年年底，天津拥有航运企业79家，国际、国内
船舶代理企业分别为179家、154家，国际、国内船舶管理企
业分别为11家、33家，国内水路货运代理达160家，无船承
运企业1262家，为建设全球航运枢纽注入强劲动力。

勇闯蓝海，构筑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澎湃着区域经济的活力。
海河穿城而过，毗邻西岸的解放北路，金融机构林

立，曾有“东方华尔街”之称，提示这座城市的厚重积淀。
天津致力于打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而今，一条

解放北路已经不能代表天津金融，更不能涵盖天津金融
创新运营的探索。

——金融创新形成绿地森林效应

东疆保税区临海而立。作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的核心
区，东疆保税区的创新使命与生俱来。

融资租赁，集融资与融物、贸易与技术更新于一体的
新型金融产业。天津率先试水，东疆保税区落地企业经
营许可“一址多证”、融资租赁特殊目的公司外债便利化
等创新政策。如今，融资租赁的“东疆模式”享誉全国，东
疆已经成为世界级融资租赁聚集区。

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天津共有总部法人租赁公司
1673家，资产总额超过1.18万亿元。飞机、国际航运船
舶、海工平台租赁业务领跑全国，租赁跨境资产占全国
80%以上，保持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区的地位，并已
成为高端装备租赁的中心和基地。

金融创新围绕企业服务。今年年初，市金融局批复国新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增资5亿元。该公司设立在天津经开区，
实缴注册资本达35亿元。截至2020年年末，公司累计向中
国建筑、中国铁建、中国中铁等28户中央企业的126家单位
提供了1178.68亿元的保理融资款，受让底层交易资产近
15400笔，惠及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产业链单位3700余家。

继融资租赁之后，商业保理正在成为天津金融创新
又一张闪亮名片。据统计，2020年，天津有28家商业保
理公司落户，24家增加注册资本，净增投资金额共计
71.31亿元；行业业务规模总量增长25%，全国占比约三
成，行业聚集效应初步显现。

截至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累计实施487项制度创新
措施，向全国复制推广37项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占全国
集中复制推广总量的19.9%。在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新
一批37个案例中，天津自贸试验区金融领域贡献了“融资
租赁+汽车出口”等4个试点方案。

——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实体经济

发展实体经济，需要阳光雨露的政策环境，也需要真
金白银的金融支持。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宏图谋定，全国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的定位明确，海河产业基金应运而生。

2020年5月22日，在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中环股
份DW智慧化工厂项目设备正式启动。工厂建成后，将
是业内首个智慧化切片工厂，也是世界自动化程度最高
的金刚线切片制造基地。项目的提速发力，得益于5亿元
中环海河智能制造专项基金的支持。

好风凭借力。天津出台了《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从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用好货币政策工具、创
新产品服务、完善定价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等五方面，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截至2021年5月，海河产业基金
已经实现返投于津的项目185个，返投规模2212.19亿
元，已到位1279.78 亿元，落地项目杠杆撬动率高达13
倍，有力促进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现
代产业蓬勃发展。基金位居“中国政府引导基金30强榜

单”前列。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世界难题。天津探索打破

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孤岛，设立“线上银税互动服务平台”
“津心融”平台，变“数据鸿沟”为“信息畅通”，借助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为小微企业画像，让金融机构爱贷会贷。

涉农金融是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天津农交所在全国
率先推出农村产权交易“保证金贷款”，率先完成首笔村集
体经济组织股权转让项目，成功落地全国首单投标保证保
险电子保单。金融科技激荡创新活水，帮助天津精准发力。

近两年，天津金融运行稳中回升，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
长态势，金融业税收占全市税收比重16.01%，金融业增加值
增速居主要行业首位，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

先行先试，当好改革开放先行区
天津发展的第一大战略就是京津冀，首要任务就是建

设“一基地三区”，第一定位就是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
先中之先，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于天津而言，是手段

和路径，更是方向和动力，是“根”与“魂”。

——改革，释放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叮嘱：“天津要充分利用滨海新区平台，
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积累经验。”

中国国家博物馆内，一个透明的箱子引人注目，里面封
存109枚公章。从外形上看，这些公章没有特别之处，绝大
部分由木头或塑料制成，最大的有拳头般大小。显然，有些
印章使用了多年，红墨的印迹已浸到木头的纹理中。

这109枚公章是天津改革步伐的见证。滨海新区成立
了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将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
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个部门，1枚公章取代了109枚公章，
实现了“一颗印章管审批”。

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天津以要素聚集为关键，加强
“首创性”制度创新供给，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
率最优化。对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天津出台实
施“津八条”“民营经济19条”等政策措施，深入推进承诺制、
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一制三化”改革，企业开办时间压缩
至1个工作日以内，实现“32证合一”，一般社会投资工程建
设项目从项目备案到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平均用时压缩到
63.5天，除特殊事项外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一网通办”，
网上实办率达到98%，营商环境综合排名居全国前十位。

一系列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涉深探险、蹄疾
步稳。

改革赢得发展。17家市管企业集团层面混合所有制
改革，具备条件的竞争类市管企业混改基本完成，引入战
略投资者资金865.62亿元，混改后成立的新天钢集团当年
扭亏为盈。“金改30条”政策落地，“FT账户”上线实施，业
务规模超千亿元。PPP项目模式推动轨道交通建设取得
历史性突破。

改革赢得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鲜明，处置“僵
尸企业”和出清低效无效企业，降低规上企业资产负债率，
减税降费为市场主体减负2500多亿元。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全面完成，蓟州区探索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模式。开发区法定机构改革，打破铁交椅，锻造“野战
军”，激活一池春水。

改革赢得民心。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机制；市、区、街道（乡镇）三级贯通的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畅通社会治理“神经末梢”；“三医联动”改革，
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最大限度减少因病致
贫；120急救体系10秒内接听，接报至到达现场平均时间
10分钟以内，用速度抢救生命。

改革赢得未来。“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进人才33.6万人，
“杰出人才培养计划”、企业家队伍建设“111”工程为高端人才
精准服务。河长制、湖长制、田长制、湾长制、林长制改革，河
湖坑塘湿地全部“挂长”，呵护津城山山水水、一草一木……

——开放，发挥节点支点重要功能

朝内，服务京冀、辐射“三北”地区；朝外，直面东北亚、
面向太平洋。

天津，处在“两个扇面”的交汇点上。无论是国内大循
环，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天津的重要节点和战略支点作用
不可或缺。

滨海国际机场旁，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车间内，一架
波音客机正在“客改货”作业。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具有“客
改货”资质、可开展全球飞机保税维修和再制造业务的企业，
海特公司注册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今年的订单已经排满。
“在解决企业和产业痛点堵点问题过程中，我们总结出

境外飞机航程内保税维修绿色通道等9种创新模式，涵盖飞
机维修、‘客改货’、部件延伸维修等10个方面需求。”自贸
试验区机场片区自贸工作局局长何江说。

港口优势、开放功能、政策集成，为天津先行先试提供了
“试验田”，也培育了“辐射源”。天津自贸试验区保税维修业
务已从航空设备维修延伸拓展至船舶、工程机械、数控机床等
领域。2020年，自贸试验区新设立企业10832家。经开区保
税物流中心（B型）进出口总值217.9亿元，同比增长66.5%。
“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互济。天津出台新政，促

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总部
型机构，为“引进来”提供示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
快建设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天津意大利中小企业产业
园、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为“走出去”提
供平台。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天津市外贸进出
口总值达1849.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7.5%，比2019年
同期增长8.2%。

4月20日，中国政府网发布消息，国务院同意在天津、
上海、海南、重庆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专家解
读，这有助于带动天津服务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叠加自
贸试验区创新政策，营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形成全
方位开放格局。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天津大有可为。
（下转特5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津沽大地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