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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年洗礼再谱奋进华章
天津市河东区着力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品质活力区

建党百年，创造了近现代史上的“中国奇迹”，书写了中国的精彩故事。时间砥砺梦想，岁月见证初心。天津市河东区在历届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城，拼搏进取，在津沽热土上不断激发新活力，持续培育新动能，全力打造新环境，用
心塑造新风尚,着力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品质活力区，正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征程上再谱新的华章。

回溯历史，河东有着优良的革命传
统，积淀了厚重的红色基因。河东区是
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较早，党领导
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之一。
192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天津的第一
个领导机关——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
员会正式建立，揭开了天津革命运动的
新篇章。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天津地
方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下，河东人民
同天津和全国人民一样，开始进行英勇
顽强的革命斗争。

1924年秋，中共天津地委委员、职
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培良奉派深入纺
织工人比较集中的宝成、裕大纱厂附近
的郑庄子庆元里开展革命活动。通过
调查和研究，李培良同志创办了河东郑
庄子平民学校。这所平民学校是中共
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发展红色工会、开
展工人运动的基地。在平民学校里，李
培良以学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讲授文
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启发工人觉悟，
开展工人运动。在他的组织领导下，
1925年4月宝成纱厂建立了第一个基
层党支部。这是天津市工厂当中最早
成立的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党支部。
同年4月，在宝成纱厂光荣地诞生了工
会组织。这是全市纱业第一个组织比
较健全、力量比较雄厚、富有战斗力的
工会组织。1925年，宝成、裕大、北洋、
裕元等纱厂都有了党的组织，在党领导
下各厂成立了工会，并建立了各纱厂工
会联合会，从此河东无产阶级有了真正
适合斗争需要的组织。

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后，根据上级
党组织的部署，区内中共地下组织领导
工人，举行多次罢工，声援“五卅”运动，
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1925
年5月至8月，宝成纱厂工人先后举行
了3次罢工斗争，工人们提出相关工
资、工作时间等方面的罢工条件。“闹宝
成”斗争最大成果是，在宝成纱厂率先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闹宝成”斗争
的基础上，中共天津地委进一步发动领
导了海河两岸纺织工人的同盟大罢工，
进而发生了天津工运史上有名的、声震
全国的“砸裕大”事件。这是天津无产
阶级第一次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的
流血斗争，斗争中表现了工人阶级英勇
顽强和不怕牺牲的精神。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由于国民
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党内“左”倾错误影
响等原因，中共顺直省委和天津党组织
屡遭破坏，斗争环境残酷，革命处于低
潮。这一时期，河东地区党组织领导工
人群众进行防御性的斗争，恢复和发展
党的组织以及开展革命活动是尤为艰
难的，但河东郑庄子一带的宝成、裕大
等纱厂工人区仍是党开展革命工作的
重点区域。工农群众斗争日益活跃，英
美烟公司天津厂的党组织在中共特委
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并组织领导
工人们开展了历时两个多月的反剥削
反压迫的罢工斗争。残酷的白色恐怖
下，当时英美烟公司天津厂的党组织是
一个坚强的革命堡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速
侵华战争步伐，天津抗日救亡运动兴
起。河东地区地下党组织在上级党组
织的领导下，按照党的城市工作“隐蔽
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的方针，不断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坚
持公开合法的斗争与秘密工作相结合
的原则，领导人民同侵略者进行英勇的
斗争。深入厂矿、企业，宣传抗日救国
思想，在群众中开展隐蔽的力所能及的
抗日活动；通过党的外围组织输送革命
青年、工人、知识分子，提供必要物资，
支援根据地，有力地打击了日伪的反动
统治。沦陷期间，区境内工人用开空
车、怠工、破坏生产，火烧华蒙仓库、炸
毁华北物资仓库等方式打击侵略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级党
组织的领导下，为了唤起各界民众、扩大
党的影响，河东地区创造地开展秘密工
作，以学校为立足点，积极慎重地深入工

厂、小学开辟工作。在贾沽道、大直沽一带学
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领导和开展党的
地下工作。以贾家沽道小学、天津市立第三
十九小学为基地，采取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
方法，向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展开新的斗争，在
校内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从爱国主义教
育入手，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学生的阶
级觉悟；组织读书会，讲解革命道理；发展党
员，扩大党的队伍。贾家沽道小学、天津市立
第三十九小学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基地。

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
天津地下党组织和党员，在上级党组织领
导下，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开展小型分散
的斗争，特别是从群众生存的迫切要求出
发，组织群众把争生存和反迫害紧密结合
起来，双喜纱厂工人推翻国民党御用工会
的斗争、天津东站东货场六号门搬运工人
的罢工斗争，为争取天津解放创造了有利
条件。为了迎接天津解放，地下党组织积
极行动起来，采取政治攻势、震慑瓦解敌
人；宣传党的政策，稳定人心；搜集敌军情
报，组织护厂、护校斗争，有力配合人民解
放军攻城作战。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风雨艰
辛路，奋斗铸辉煌。从郑庄子平民学校，
“闹宝成”斗争，“砸裕大”事件……一处处
“红色地标”，一个个革命故事，体现了河东
区党组织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承
载着河东区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赓续
着河东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血脉。在中国
共产党和中共天津地委的组织领导下，河
东区各级党组织带领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
斗争，创造了彪炳史册的革命业绩，书写了
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为天津解放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穿越历史记忆，触摸时代变迁。直沽
文化、漕运文化、妈祖文化、洋务文化、工业
文化，在河东交相辉映，铸就了河东独特的
历史和人文底蕴，也为河东后期的快速发
展积蓄了能量，创造了条件。

天津城市的原生点——直沽文化。“先
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20世纪90年代
末，天津考古队在大直沽中台发掘出了具
有明显地层关系的元代文化堆积，不久后
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天妃宫遗址的发掘。
国家文物局部分专家认定“大直沽是天津
历史文化名城的原生点，它从直沽寨发展
到海津镇，天妃宫遗址则成为这个原生点
的标志。”

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文化。漕运
与盐业是天津城市发展的两大经济支柱。
大规模的海运和经常性的商贸活动，强烈
地刺激了大直沽这一地区市镇规模的迅速
形成。正如旧志中所说的“舟车攸会，聚落
始繁”，大直沽成为了那一时期天津地区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天津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的生成之根和发展之源。漕运的
发展使大直沽成为漕粮转运码头和商品集
散地，也为直沽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精致绵长的信仰——妈祖文化。漕运
的发展使南北货物交流、人员往来更加频
繁和密切，大直沽呈现出一派兴旺繁盛的
景象，同时妈祖文化也悄然在北方播散开
来。元代时，大直沽建立了中国北方第一
个妈祖庙——天妃灵慈宫，是元朝设置的
祈求海神天妃庇护海漕安全的官庙，大直
沽妈祖文化就此产生。

北方近代的“开发区”——洋务文化。
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清政府在天津河东
大直沽一带创办了北洋机器局，北洋水师
学堂，还有建立在原柳墅行宫旧址上的北
洋武备学堂等，形成了“一局两堂”的北方
洋务运动中心，河东遂成立清政府在北方
的洋务运动基地。

现代重要工业基地——工业文化。河
东区是天津市重点工业区和仓储区，也是
天津现代工业区之一。河东近代工业始于
清末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期间创下了近
代中国六个“第一”。中国第一个近代铸币
厂：北洋铸币厂，又称机器局铸钱局；中国
第一条采用国际标准运营的铁路：唐胥铁
路；中国第一个热力气球升空；中国第一条
电报线：东局子至直隶总督行馆之间架设；
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
中国近代第一所陆军学校：天津武备学堂。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外国列强侵
入天津后，在河东区境争相购地造厂，进行
殖民掠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
党天津市政府对列强在区境内办的工厂进

行接收。天津解放前夕，境内纺织业、钢铁
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化学工业都很发达，
工厂作坊较多，为日后河东工业区的形成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津卷烟厂始建于1919年，前身系天
津英美烟草公司，拥有90余年的卷烟生产
历史。曾三次被评为部优产品和畅销牌
号。现已纳入上海烟草集团，作为北方市
场的烤烟型卷烟生产基地。

棉纺3厂最初的前身是1920年相继
建成的宝成和裕大两个纱厂，该厂经历了
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主义的重重压迫
和掠夺，挣扎求存。解放后成为一个具有
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纺织大厂。

天津钢厂曾是我国冶金工业重点企业
之一，原是1935年9月日本人在津开办的
中山钢业所等几家钢铁企业。解放后，经
过不同时期的新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生产
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以炼钢为主的大型冶
金企业。

天津自行车厂始建于1936年，解放后
我国自行设计、生产的第一个自行车品牌
飞鸽牌，诞生于该厂。1987年产销量365
万辆，达到全国第一；在国内最早的质量评
比中，取得第一。天津自行车厂的创业史，
在河东乃至天津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天津味精厂是我国生产味精的大型厂
家之一，前身是日本人于1936年创办的
“天津工业株式会社”。天津解放后，厂名
改称“天津味之素厂”，后改称“天津味精
厂”。红玫瑰牌味精，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并获得多项殊荣。

天津第一热电厂始建于1937年，经过
四次改扩建。在几十年的沧桑岁月中，这

座被誉为天津电业摇篮的老电厂，为电力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为全国电力系统
输送了一大批优秀干部与技术力量，对加快
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发
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第一机床总厂始建于1951年,是中

国从事专业齿轮加工机床研发制造基地,是
中国生产弧齿锥齿轮系列成套加工机床的厂
家,是中国机床工业骨干企业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中心城区和天津的

老城区，河东区的产业发展经历了改革开放
（1978-1990年）、工业东移（1991-2000
年）、服务崛起（2001-2010年）和产业升级
（2011年至今）四个阶段。1984年以前，以
解决吃饱穿暖为主要需求，坐落在河东区的
针织厂、棉纺厂得到了大发展。1985-
1990年，家电产业快速发展，坐落在河东区
的海河冰箱、飞鸽自行车一票难求。上世纪
九十年代以后，制造业以引进技术为主，加
速产业升级，坐落在河东区的第一机床厂、
减速机厂快速发展，天安门广场国旗杆使用
的减速机就出自河东产业工人之手。2000
年之后，随着工业产业战略东移，现代服务
业和其他新兴产业成为主流。河东区把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大力推进各项
社会事业，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区群
众，群众生活从过去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
事”，转变为今天的衣食住行、业教保医“八
件事”。河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强化为民情怀，提出打好棚户区改造、招
商引资、重点领域改革、市容环境整治、安全
稳定、文明城区创建“六场硬仗”，解决了一
批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现实问题，提升了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十四五”开局之年，海河东岸，热火
朝天。
上实城开河东工大项目落地，处处

林立的塔吊和如火如荼的施工场景令人
斗志激昂，即便是节假日期间，建设者们
也一往无前，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老门口夜市、幸福里夜市、
金地后浪夜市先后开街，匠心好物、脱口
秀表演、沉浸式体验、潮杂潮玩店等让河
东夜间消费“火”起来；既有住宅加装电
梯工程先后开工，老年人上下楼不费劲
了，搬家、提重物不发愁了，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发力“十四五”，构建新发展格局。

天津市河东区瞄准“金创河东·津韵家
园”的崭新定位，加快建设创新转型示范
区、城市更新实践区、直沽文化繁荣区、
宜居宜业承载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
展现河东之为，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品质活力区大步迈进。从“金贸
河东”到“金创河东·津韵家园”，更是体
现了坚持创新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以
及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获得感
的工作导向。对照这一全新功能定位，
河东区谋划了加快建设创新转型示范
区、城市更新实践区、直沽文化繁荣区、
宜居宜业承载区的“四个之区”奋斗目
标，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将河
东区定位为北京—天津中心城区—滨海
新区发展轴的枢纽区，以及沟通“津城”
“滨城”双城的金创走廊。

秉承“人人都是招商主体、处处都是
招商环境、事事都是招商形象”服务理
念，构建全员大招商格局。今年以来，引

进了上实集团投资工大3号地项目，中
交集团投资东宿舍地块项目，两个项目
总投资额超80亿元。一季度，河东区新
落地企业 1033 家，注册资金 55.79 亿
元，其中，来自京冀地区投资的企业89
家，注册资金8.28亿元。

引育新动能，做强发展引擎。作为
天津市京津冀协同发展“1+16”重点承
接平台之一，金贸产业园区引进了中能
建天津电建公司总部、中能建天津电力
设计院总部，引进高端人才近千人。随
着中能建进入河东，天津电建公司、天津
电力设计院等电力企业将继续引入上下
游企业入驻。同时，河东区还与中核集
团、中能建集团积极谋划，准备在园区
13号地建设医养结合项目，把园区建设
成以“电”为特色的总部项目聚集区。
“十四五”期间，河东区通过着力发

展信创产业、平台经济、科技金融、总部
经济、新能源新材料、文旅产业等“六大
主导产业”，用足用好优势资源，不断激
发区域发展新活力。

挖掘文旅资源，提升消费品质。河
东区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直
沽文化繁荣区”的目标。河东区文化旅
游局与北方（天津）文投公司合作，推进
海河码头项目建设，通过码头联通，将海
河沿线精品文旅项目更多展示给游人，
不断提供更时尚、更丰富的文旅体验，让
更多人了解河东的历史文化，讲好河东
文化故事。

目前，河东区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
物馆、酒博印象博物馆、老门口夜市等旅
游载体已纳入市精品旅游路线，河东区

还通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效能、提
升品牌文化影响力等方式，结合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特色活动，
不断满足群众的文化生活需求。
满足群众期盼，共享发展成果。在

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是推动老旧小区改
造的一项重要民生工程。加装电梯工程
项目开工前，河东区各街道开展了大量
宣传教育和思想动员工作，将市区相关
精神和政策福利传达给居民，通过线上
问需、入户问询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共同
研究商定改造方案。相关部门负责同志
通过考察调研、学习借鉴其他地区的成
熟经验，结合施工小区结构特点，制定了
符合小区特色的设计加装方案，确保建
筑物本体及加装电梯技术可行、运行安
全、便民高效。
“金创河东”的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

在“津韵家园”上，河东区通过一系列的
惠民举措，提升民生福祉。小小口袋公
园不仅是居民休闲的场所，也成为了传
播正能量阵地；党员干部下社区“双进双
认”让党建成果与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直接联通……“十四五”期间，河东
区把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民生获得
感，将继续高标准实施20项民心工程，
打造活力蓬勃、底蕴丰厚、面貌一新、宜
居宜业的幸福和谐家园。
历史的画卷，总是在砥砺前行中铺

展；时代的华章，总是在接续奋斗中书
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河东将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筑牢党建基石，书
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版摄影刘泽瑞潘莹

追寻红色记忆弘扬革命传统

深厚历史底蕴积蓄发展动能 党建引领聚活力改革创新惠民生

金创河东潜商机津韵家园更宜居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阶段，也是河东区发展进程中不
平凡的5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区委的
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
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京津
冀协同发展，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坚
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持续保障和改善
民生，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取得决
定性成就，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
5年来，河东区新旧动能转换全面

提速。渤海银行总行迁入河东，实现持
牌法人金融机构零的突破，全区各类银
行品牌28个，金融功能进一步彰显；商
圈经济活力迸发，形成了以万达广场、爱
琴海购物公园等7座商业综合体、8家大
型超市为核心的面积达百余万平方米的
中心城区东部新商圈。累计打造亿元楼
宇24座，海河东岸新经济新业态聚集初
步显现。河东区“修旧如旧”“变锈为
秀”，充分利用棉纺3厂等传统工业企业
转型发展留下的老厂房、旧仓库，将老厂
房进行保护性改造，为高质量发展、新产

业聚集创造新空间。截至目前，河东区现
已完成棉3创意街区、蓝·飞鸽创意产业园
等园区启动运营，棉3创意街区入住各类
企业120余家，已成为天津市新的网红打
卡地。2020年 12月，“天津第三棉纺织
厂”被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四批
国家级工业遗产。与此同时，河东区深入
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贯彻实施“津八条”
“民营经济19条”“惠企21条”等一系列政
策，深入推进“一制三化”改革，企业开办时
间压缩至一个工作日以内，除特殊事项外，
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一网通办”，网上
办理率达到83%。俯下身来搞服务，“向
企业报到”机制不断完善，企业发展环境持
续优化。

经济转型的发展成果最终要体现在民
生获得感上，河东区通过一系列的惠民举
措，提升民生福祉。坚持将“一老一小”作
为民生大事，以民政部确定全国首批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区为契机，坚持
“一心两翼三基四联”1234居家养老服务
工作体系，即以全心全意服务老年人需求
为中心，以企业主导和“互联网+”科技支
撑为两翼，以基本兜底保障、基础设施完
备、基层组织聚集为着力点，以资源要素联
供、服务上下游联建、行业协会联商、社会
力量联合的河东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收
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同时，河东区深入
实施集团化办学，实现学前教育一体化管

理，累计新增各类幼儿园60所，新增幼儿
学位1.6万余个，满足全区适龄儿童入园
需求。
5年来，河东区加快城市更新改造步

伐，全力完成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任务，累
计征拆房屋45万平方米，1.5万户居民受
益；建成龙峰嘉园、龙峰馨园等27.4万平
方米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老旧小区改造
任务完成473个1572万平方米，旧楼区改
造接管项目实现物业管理全覆盖，被评为
“2020年度市级旧楼区长效管理工作示范
区”。治理违章建筑126万平方米，同时新
增绿化面积5万平方米，新建提升崇善园
等8座公园，结合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同步
建设23个特色口袋公园。“十三五”时期，
累计创建市级美丽社区105个，2020年顺
利通过了国家卫生区验收，成功跻身天津
市文明城区行列。
河东区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突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强化聚
合力、筑堡垒、提士气，党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
强。坚持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通过“区域统筹、行业共建、新兴融合、街社
兜底”，解决了一大批如飞地治理、共驻共
建、信访积案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
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向群
众汇报”长效机制，进一步畅通了联系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