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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抢抓施工黄金期 按下项目快进键

深化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企业家合作

我市第二批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擂响战鼓
本报讯（记者 陈璠）7 月 19 日，我市
2021 年第二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总投
资 3107 亿元的 446 个重大项目擂响战
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第一
年，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
前进的开局之年。为充分发挥重大项目
“压舱石”关键作用，继春节后首个工作
日我市第一批 287 个、2540 亿元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后，抢抓项目施工黄金期，我
市再次举办 446 个、3107 亿元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继续以项目之质提振天津发
展之势，为“十四五”开新局注入更加强
劲动力。
据了解，第二批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呈现出“四多”的特点。一是大项目多，
中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天津基
地等 10 亿元以上项目 70 个，投资占比
超 70%。二是产业项目多，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大数据中
心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195 个，投资
占比近 40%。三是社会资本项目多，共
有项目 321 个，投资占比超 80%。四是
特色项目多，项目与各区优势产业、发展
方向高度契合，错位发展、特色发展态势
初显，填格、落子精准度显著提升。
下一步，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各区
各部门，持续推动重大项目加快建设，
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强推动，提
进度。发挥市、区两级“项目办”工作机
制，利用重大项目智慧管理平台，对新
开工项目实施全流程跟踪管理，责任到
人、专班推动，及时协调解决瓶颈制约，
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二是优服务，强保
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引导资源
向项目集中、政策向项目倾斜，加大土
地、用能、环保、资金等方面保障力度，
服务项目建设提速扩面。三是立长远，
扩储备。立足各区资源优势，聚焦重大
战略、重点产业、关键领域，因地制宜推
进项目策划，加大前期经费投入力度，
抓紧形成一批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优
质项目。

中交智运总部基地项目
该项目位于河西区，由天津中交智
运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项目总投资
12 亿元，
占地 22408 平方米，
包括中交智
运总部大楼、中交智运智慧运输指挥大
厅、中交智运餐厅，以及其他商业。预计
2024 年 4 月完成竣工验收。建成后，将
成为天津中交智慧运输大数据产业聚集
区的建设载体，构建涵盖智慧运输全产
业链的信息、科研、技术、应用、资本全要
素的产业链条，打造面向 5000 万货运客
户群体的信息安全服务体系。

高端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建设
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开区，包括嘉思特华
剑医疗器械（天津）有限公司高端关节植
入物智能化示范工程建设项目和天津华
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示范线项
目两个子项，计划总投资 2.5 亿元。
嘉思特华剑医疗器械（天津）有限公
司是我国第一家生产人工髋关节、膝关
节的骨科植入器械供应企业。该公司建
设高端关节植入物智能化示范工程项
目，对工厂系统进行智慧改造，建成集产
品生产、研发、办公、管控为一体的智慧
化工厂。天津华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为客户提供智能家居一站式人工智
能物联网解决方案的技术公司。该公司
建设智能制造自动化示范线，实现企业
车间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自动化生产
运行。

意风区提升改造二期项目
我市意式风情区是亚洲唯一保存良
好的意大利风貌建筑群落。意风区提升
改造 项目 一 期、二期 提 升 改造 总面 积
58989 平方米，总投资 2.5 亿元。一期项
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全面启动，主要涉
及自由道、民族路、民生路和马可波罗广
场、但丁广场、市规划展览馆前广场等区
域。二期项目将对市第一工人文化宫、
一宫花园、河北区实验小学、进步道原宗
教产等提升改造，预计于 2022 年底完
工。在意风区提升改造的同时，大力开
展招商引资工作，实施意风区高端服务
业聚集区的综合打造工程。

垠坤·未来汇产业基地项目
该项目位于东丽区，由南京垠坤投
资实业有限公司投资，占地 110 亩，总
投资 4.4 亿元，将打造集标准厂房、研发
中试楼等业态为一体的多元化产业园
区，重点引进以精密制造为核心的生产
研发智能制造装备、新能源汽车/智能
网联汽车为主的关键基础零部件、自动
化控制产品等优质企业，助力先进制造
业集群发展。预计建成达产后引进项
目不少于 100 个，年纳税不低于 44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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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渤海企业家联盟在津设总部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吴跃萌）7 月 20 日，环渤海企业家联盟
揭牌仪式及
“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峰论坛”
在
津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视频致辞。中国贸促会党
组书记、会长高燕，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中国工业经济联
合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熊梦出席并致辞。
环渤海企业家联盟由香港新华集团牵头成立，
总部设在天津，
旨在
深化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企业家合作，
进一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促
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推动香港与内地融合发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和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加强与东北亚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交流合作。今后，联盟将大力支持创科创业、推动企业合作、引导银企
对接、促进双向投资、参与慈善公益，为企业搭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平台。
论坛上，环渤海企业家联盟主席、香港新华集团董事局主席蔡冠深
作主旨演讲，担任联盟副主席的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董
事长杨晖、辽宁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山东青岛瑞源控股集团董事长
于瑞升分别作主题演讲，并进行互动讨论。
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省（区、市）企业家，
商务部、全国工商联、有关省（区、市）党政部门负责同志等 300 余人出
席揭牌仪式和论坛。

走进政协

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意风区提升改造二期项目

—— 第六期澳门大学生天津学习交流活动见闻
■ 本报记者 刘平
中交智运总部基地项目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天津）项目

本报记者 许凯 摄

旗滨集团高端节能玻璃项目
本报记者 许凯 摄

部分集中开工重大项目介绍
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部基地项目

雨润控股集团养殖一体化产业
基地项目

该项目位于西青汽车工业区（张家
窝工业区），占地面积 70 亩，总建筑面积
为 6.7 万平方米，总投资 3.5 亿元，正式
投 产 后 年 产 值 5 亿 元 ，年 纳 税 不 低 于
4000 万元。项目共设 34 条生产线，将
建设成为集生产、研发、办公、科普教育、
工业参观于一体的前瞻性、引领性和智
能化的创新平台。

雨润养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28 亿
元建设商品猪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产
业基地项目。其中，
商品猪养殖基地项目，
计划新建 4 座母猪扩繁场和标准化商品猪
养殖场，
建设年产肉制品 5 万吨深加工高温
肉制品车间，预计产值 10 亿元、利税 5000
万元。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一流的标准
化示范养殖场、
绿色环保的样板工程。

哈工福臻智能制造项目
该项目坐落于津南开发区东区，总
投资 6.5 亿元，占地面积 151 亩，建筑面
积 7.35 万平方米，新建汽车车身智能连
接制造系统、轻量化材料连接及人工智
能技术研发中心，
打造集设计研发、生产
制造于一体的高端装备产业园，产品服
务于国内外知名汽车制造厂商。建成
后，预计年产值 16.75 亿元，利税 9620
万元，带动就业 550 人。

京东智能产业园项目
该项目位于北辰区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园，规划建筑面积 26.7 万平方米，总
投资 10 亿元，将依托京东供应链网络，
建设集自动识别技术、无人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物流产业
园。项目投产后将对现代服务业、包装
业、物流业等周边产业产生持续带动作
用，吸引大批中小电子商务企业和电子
商务服务企业落户集聚，助力地方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

交控技术装备有限公司年产
300 套交通智能化控制系统项目
交控技术装备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列车控制系统
（CBTC），使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世界
第四个掌握该项核心技术并实现工程应
用的国家。
该公司年产 300 套交通智能化控制
系统项目位于武清开发区，总投资 10 亿
元，主要建设轨道交通中试试验线、高端
装备制造平台、智能化仓储平台、基于大
数据的测试维保中心与培训中心、轨道
交通智能化体验中心、国家级工程实验
室及综合配套设施。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项目已于 2020 年 4 月完工并投入
使 用 ；二 期 项 目 于 2021 年 6 月 开 工 ，
2022 年竣工投产。项目建成后，年产值
可达 100 亿元，年纳税达到 2 亿元，将吸
引高端产业集聚，
打造形成集设计研发、
生产制造、测试验证于一体的产业化综
合平台。

中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
地天津基地项目
我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签署合作协议，
以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
展合作示范区为承载主体，
共建中国医学科
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天津基地。项目包含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
天津医学健康研究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
校区三个子项，
估算总投资为67.8亿元。
其中，
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中心总投资
36.7亿元，
分三期建设，
一期、
二期以血液病
医院为基础，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型、
研究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三期建设口腔、
儿童、
康复三个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
天津医学健康研究院总投资11.2亿元，
分两
期建设，
重点面向基础医学、干细胞与再生
医学等方向，设立系列研究单元、研究平台
和综合服务中心，
建成后将成为具有全球视
野、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全新机制医学科
学院研究院所和国家级医学健康科技创新
中心。北京协和医学院天津校区总投资
19.9亿元，
为高端医学人才培养和研究生基
础教育基地，同步规划建设新药研发中心、
干细胞研发及产业化中心等，
将建成集医学
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医疗健康服务转化、国
际合作交流于一体的医学教育基地。

京津冀生态共建蓟州区矿山地
质环境综合治理三期工程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对蓟州北部山区 20个废
弃矿山以及零散采矿用地进行治理，
总治理
面积 1097.92 公顷；
同时对 126 处地质灾害
隐患点进行综合治理，
并对受地质灾害威胁
的13户进行搬迁、
避让和停用处置。项目总
投资32.27亿元，
建设工期3年。该项目的实
施能够使治理区恢复碧水蓝天、
空气清新的
良好生态环境，
对于生态系统的修复、
京津地
区北部绿色生态屏障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王氏集团工业、汽车精密轴承
装置配套系统及轴承制造项目
该项目位于宝坻区天宝开发区，总投

资 3.5 亿元，建设周期 24 个月，主要建设生
产车间、综合车间、装配车间、试制车间、办
公楼及附属设施等。项目主要产品为工
业、汽车轴承的单体设备，
竣工达产后预计
年产工业、汽车轴承装置系统 50.3 万套，
产值 4.2 亿元，
税收 2220 万元。

天津太平洋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 2 万套模具和 150 套差速器总
成项目
该项目位于经开区西区，占地面积约
83 亩，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模具车间、差速
器总成装配车间、外购件库房及辅助用房，
计划增加精密数控磨床、多轴联动数控加
工中心、全自动装配线、精密检测设备等合
计 150 台套。项目总投资 3.8 亿元，预计
2022 年 12 月竣工投产，达产后预计年产
值 5.5 亿元，
新增利税 5000 万元，新增就业
岗位 200 个。

“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势不可挡，
我坚信属于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必
将实现，
澳门也会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变得越来越好。”
“我们将永葆爱国爱澳之心，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积极传播中国
好声音、天津好声音，推动更多澳门青年增进对祖国内地的了解。
”
……
听课实习、党史交流、座谈研讨、畅游津沽、感知文化……为期 14 天
的第六期澳门大学生天津学习交流活动日前圆满结束。
“满满的获得感”
是这些大部分都是
“00后”
的澳门大学生在津学习交流的共同感受。
“天津作为直辖市，
在来之前我内心便已充满期待。”
来自澳门大学
科技学院的潘伟峰说，
“在短短十多天时间里，我们感受到了南开大学
历经百年积淀下来的文化底蕴和爱国情怀，感受到了天津这座中西文
化交汇、古今文化融合、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风采，感受到了
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
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认知认
同，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天津人和南开大学师生的热情好客。”陈欣仪
是澳门旅游学院大四的学生，
谈及此次学习交流收获，她坦言交流活动
安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每天都有新鲜的事情等待去发现，每天都过
得非常充实，是一次“精神洗礼”。
“通过参观展览、进行党史专题交流，
使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自觉
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
陈欣仪说。
智慧是知识凝结的宝石，文化是智慧放出的异彩。听相声的说学
逗唱、品京剧的独特韵味、学霍氏练手拳的精妙高超……来自澳门科技
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影视制作专业大二的学生蔡子霖表示，这次交流学
习让他对传统文化更感兴趣了。翻看着手机里记录下来的精彩瞬间，
他感慨地说：
“作为澳门大学生，我们有责任将中华民族文化瑰宝展示
给世界，也有义务将澳门这座自 16 世纪以来长期扮演着中外文化交流
窗口和桥梁作用的历史文化名城展示给世界，为加强澳门与内地交流
交往交融、增进同胞感情、建设文化强国贡献青春和力量。”
“有人问，
澳门是什么门？我会说，
澳门是祖国的南大门。打开它，
走进去，
里面是一片别致的风景。今天的澳门，
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
和谐进步，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团结一心。我们将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积极投身‘一国两
制’
伟大实践。
”
潘伟峰的一席话道出了广大澳门青年学生的心声。
据介绍，澳门大学生来津学习交流活动自 2015 年以来已举办六
期，共组织 180 名澳门大学生来津，成为津澳青年交流交往重要平台，
增进了澳门青年对祖国和天津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化了津澳两地的交
流合作，
为
“一国两制”
实践行稳致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科复星天津生物产业基地项目
该项目位于空港经济区，总投资 3.6
亿元，占地面积 3.31 万平方米。项目将通
过基金投资+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孵化
的模式，
引入海内外优质的生物医药项目、
人才与技术。目前由复星海河医疗健康产
业基金投资引入的以色列溶脂针项目（星
魅生物）已落户空港经济区。同时项目将
与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合作成
立生物技术成果转化基金，并为投资和孵
化项目提供载体及产业服务，打造全链条
生物产业成果转化平台。

中国农批天津国际冻品交易市
场项目
该项目位于中心渔港经济区，规划占
地 317 亩，总投资 17 亿元。项目分期建
设、稳步推进、滚动发展，一期工程预计
2022 年底完工，二期工程正在紧张筹备
中。项目规划建设仓储物流区、加工配送
区、冻品交易区、综合服务区、海关保税区
五大功能区，形成基础设施完善、服务功能
齐全的国际冻品交易市场。建成后，将借
助天津区位优势，以天津港为依托，成为
“对接国际、立足天津、面向京津冀，
辐射全
国的国际冻品交易集散中心”。

天津华电海晶 1000MWP 盐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该 项 目 总 投 资 约 40 亿 元 ，占 地 约
24000 亩，2021 年计划投资 20 亿元，预计
2022 年 12 月建成并投产。项目建成后预
计每年可为电网提供 12.16 亿度电，与相
同发电量的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
28.84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约 2.69
万吨，二氧化碳约 89.79 万吨，氮氧化物
1.35 万吨，同时还可节约大量淡水资源，预
期年营业收入 4.9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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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稳步增长

新兴服务业较快增长

上半年，
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4.3%。其中，
金融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2.2%，
两年平均增长3.4%；
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8.7%，
两年平均增长2.2%；
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6%，
两年平均增长 1.9%；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5.0%。1—5 月，
规模以上服务业15个重点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6.4%，
两年平均增长
10.9%，
其中专业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33.2%，
商务服务业增长18.8%，
互联
网和相关服务增长44.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5.6%。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6.2%，两年平均
增长 1.0%。其中，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0.6%；第三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 6.1%，两年平均增长 1.3%。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28.2%，两年平
均增长 3.3%。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36.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
资增长 43.6%，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26.3%。全市新建商品房销售
面积同比增长 32.2%，两年平均增长 1.1%。

消费品市场继续恢复

消费升级持续推进

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2%。其中，限额以
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8%，
两年平均增长 1.5%。限额以上
商品中，
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 18.5%，
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90.6%；
金
银珠宝类增长 76.7%；
化妆品类增长 24.5%；
智能手机增长 48.9%。限额
以上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1%，
两年平均增长 12.2%。

就业形势良好

居民收支增长加快

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 20.65 万人。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625 元，同比增长 11.6%，比一季度加快 1.1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844 元，同比增长 11.2%，加快 1.2 个百分点；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4013 元，同比增长 14.2%，加快 0.7 个百分点。
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6273 元，同比增长 22.5%，
加快 6.5 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涨幅同比回落 2.5 个百
分点，其中 6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5%，环比下降 0.1%。上半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8.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
涨 12.1%，涨幅分别比一季度扩大 5.4 个和 6.7 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