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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创先争优，全力
打好“六大战役”，确保“十
四五”高起点开局、高水平
起步！

导
读 15版 学习“两优一先”争做时代先锋

本报讯（记者李泽锟）东丽经开区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以
绿色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对标先进国
家级经开区，着力提升产业质量、不断
优化营商环境。目前，东丽经开区正
成为东丽经济发展的新高地。

位于东丽经开区的天津市金桥焊
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碳钢、
低合金钢等各类焊材的生产销售业
务。该企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天津市百强企业，曾入选中国民营企
业500强。目前正在积极筹备IPO上
市相关工作；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承担国
家“863”计划、国家“十三五”重大专
项等国家重大项目，取得一系列重大
突破。疫情发生后，博奥赛斯全力攻
坚，在全球率先研发出血清学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试
剂盒，并应用于战“疫”一线。

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到
两家企业走访，实地察看了企业的生
产车间、智能工厂等地，听取了企业

负责人关于企业发展、未来发展规划
等情况的介绍。贾堤对企业多年来
为东丽区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同时
希望企业以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加大
研发力度，不断成长壮大，助力东丽
绿色高质量发展。各相关部门要加
强与企业的沟通联系，主动上门服
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为企业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贾堤要
求，东丽经开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开拓创新、解放思
想，在招商引资、债务化解等方面展现
新作为。要做好存量企业的服务工
作，帮助企业解决平台、人才、资金、配
套等方面困难，为企业提供精细化服
务。要不断加快企业上市的步伐，区
相关部门要主动服务，紧密结合企业
发展实际，帮助企业科学规划上市路
径，努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抢占先
机、赢得主动，为推动东丽绿色高质量
发展迈上新台阶打造新引擎、增强创
新优势。

副区长李光华参加。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 赵轩）东丽
区认真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科技
创新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乡村
振兴加快发展，以绿色高质量发展新
进展，确保“十四五”高起步、开好局。

数字化赋能“东丽制造”
向“东丽智造”发展

东丽区坚持以科技为先导，加快
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改造升级，瞄准高
科技产业加速布局，做强做优实体经
济，推动“东丽制造”向“东丽智造”转
型升级。

天津平高电气有限公司研发的10
千伏真空灭弧开关数字化、智能化生
产线，创造了行业多个第一。在这里，
只需借助电脑排产下单，系统就会自
动生成生产工单发送至生产线，每条
生产线，从来料分拣、装配、检验十几
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会受到云端数
字指令，自动做出精准的操作，并以直
观的可视化界面展示各工序生产情
况。 生产过程完全由云端数字化控
制，生产精度达到0.1毫米。这套数字
化、智能化生产线不仅生产效率提高
15%以上，不良操作降低为零，生产成
本降低了8.5%，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下
游产业链在云端的数据联通。

平高电气公司一名库管员介绍说：
“过去靠人工管理，5000个库位别说精
准地知道哪个库位放了多少东西，就连
有啥没啥都吃不准，如今，数字化后，可
以实时掌握每一个生产原材料库存情
况，在云端就可以进行调配、调运，大大
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库存。”

像平高电气这样的数字化产业链
升级改造，现在东丽区许多企业都在

加快应用。作为一家医疗试剂供应
商，最近，天津鼎燕科技有限公司也完
成了经营向数据采集、智能物联的拓
展。通过实现云端数字化管理，他们
与上游75家生产企业和全国10多家
医院实现了在线信息资源共享，可以
实时掌握每一家企业以及各家医院库
存情况，对于即将超期或库存到达临
界点的，系统还会自动发出报警提示。

有了数字化智能管控，现在，鼎燕
科技可以通过数据终端、手机APP跨
地区、跨工厂，通过云端发出发货、缺
货指令，市场反应速度比过去提高了
10倍，并实现了物流配送零差率

公司物流部负责人介绍说：“原来
三四百平米的库，我们盘点可能需要
两个工作日，我们现在是5400平方米
的库，我们基本上不到一个工作日能
实现所有库房的盘点工作。”

从2019年开始，东丽区启动传统
产业数字化提升改造3年行动计划，通
过支持50多家重点骨干企业向外输出
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生产管理系统，带
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升
级。对于好的推进项目，政府给予资
金补贴，同时引进优秀工业互联网平
台以及科技人才落户东丽。

东丽区工信局相关负责人说：“到
2020年 财政一共投入了1.3亿元，推
动全区近百个工业智能化项目的建
设，推动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融
合，使东丽区的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的
脚步进一步加快，为新一轮的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数字化的创新驱动正在促进东丽
区实体经济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到2021
年上半年，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先进制
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50%，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优势持续释放。

发展特色农业
助力农民增收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东丽
区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特色农业
和乡村旅游，线上线下联动，多渠道增
加农民收入。

进入2021年，位于东丽湖的食用
菌生产基地一派紧张繁忙生产景象，
每天都会有10多吨的蟹味菇、白玉菇
通过这条生产线，经过分拣、包装，装
箱，除了发往全国各地，还有近一半产
量销往海外。

借助政府鼓励农产品提档升级的
资金支持，这里建起了智能型工厂化
食用菌生产车间，在这个密闭的车间
里，像这样在瓶子里生长的白玉菇要
在这里呆上23天，而每一天所需温度、
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调节都由计算
机系统自动完成，每一瓶白玉菇的产
量都是标准的200克。

不仅如此，在这里，小小的一棵菌
菇从大到制菌消毒，小到光照时间，都
制定了70多项生产控制标准，400多
个生长技术参数，正是在这种严格的
标准要求下，让这里每年走出去的
4000吨食用菌尽产尽销，并在欧美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站稳了脚跟。

比起这些蟹味菇、白玉菇，军粮城
一村的火龙果名气也不小，眼下，十多
个温室大棚长满了红红的火龙果，您
可别小看了这些火龙果，它采用的可
是新加坡的栽培技术，以色列的管理
技术，每个大棚的产量能有5000斤左
右。几年前，这里的村民把只能在低
纬度生长的火龙果种到了东丽的设施

大棚，这几年一棚棚的火龙果长的一
年比一年好，渐成时尚的“农家游”带
动火龙果的名气也一年比一年大，这
不，火龙果刚刚生长成熟，就打破了果
园往日的宁静，来采摘尝鲜儿的游客
来了几十拨儿。

采鲜果，赏野趣，自助农家乐的招
牌，让果农们找到了增收的新感觉。
打理火龙果四五年的田大姐这几天迎
来送往一批批慕名而来的远近游客，
在她的眼里，自家的火龙果越来越像
摇钱树了，果子不用雇人摘，更不愁往
外卖了，甚至一个就能称一斤的火龙
果每天卖个千儿八百斤不成问题。不
仅如此，通过网上接到的订单现在占
到销售总量的一半。

果农们说，过去“网络”对他们来
说还是个陌生词汇，而如今，利用手机
创建的“网上超市”，就可以把种植出
来的火龙果信息及时发布出去，通过
线上把自己和市场紧密地联在一起，
让过去三四天才能传播出去的收获信
息，现在缩短到不到几分钟。刚刚采
摘下来的火龙果经过套袋、装箱，再穿
上漂亮的包装外衣，不到半天时间，就
能快递到市民家里，由于省去批发商
这些中间环节，物美价廉的火龙果自
然好卖。

把农业龙头企业做强，把优质农
产品分量做重，按照乡村振兴“十四
五”规划，未来五年，东丽区将打造南
部、西部、北部三大农业示范区，扩大
西红柿、食用菌、火龙果、葡萄生态种
植面积1万亩，优质农产品比重提高
15个百分点，打造5个产业特色突出
的优质农产品品牌，建立10个安全健
康种植示范基地，让东丽的农产品不
断升级,更具市场竞争力。

东丽区践行新发展理念 激发内生动力增强发展活力

科技创新赋能绿色高质量发展
推动“十四五”高起步开好局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近年来，东丽
区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主动服务企
业，全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创先战”，
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新天钢集团坐落在东丽区无瑕街
道街域内，于2019年成功混改，是一家
集焦化、烧结、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等
生产工艺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钢铁联
合企业。混改后，2020年全年实现销售
额182.5亿元，完成工业产值173.26亿
元，分别同比提高35.3%和34.56%。同
时，企业先后确立实施环保项目28项，
投入资金近30亿元，通过治理，企业
2020年全年实现减排二氧化碳1766.5
吨，减排比例同比减少54.4%。当前，企
业正着手实施“双A企业”创建工程，并
进行4A工业旅游景区申报工作。目
前，企业已经确立开工建设环保治理项

目共9个，预算投资总额5亿元。
日前，东丽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

到企业走访服务，在详细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环保治理、安全生产及急需协调
解决的问题后，他说，企业通过混改获
得新生，改革成效显而易见。希望新天
钢集团明确战略定位，深耕东丽、深耕
无瑕，充分发挥优势，加快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升级，探索应用更多最新科研成
果，打造钢铁行业“互联网+智能制造”

的标杆示范。他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变
“避责思维”为“负责思维”，主动靠前，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力以赴解决企业
遇到的实际问题。

在无瑕街道办事处，无瑕街道负责
人向贾堤介绍了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城
市化还迁、环保治理等方面情况。无瑕
街道街域面积18.9平方公里，常驻人
口32000余人，驻有天津钢管制造有
限公司、一重集团天津重工有限公司等

大型企业，注册企业1236家。在经济
发展方面，无瑕街道今年上半年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1.58 亿元，同比增长
26.2%；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220亿
元，同比增长54.3%；实现固定资产投
资3.39亿元；引进内资1.8亿元；新增
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市外项目33
个，亿元以上项目1个，盘活载体6283
平方米。在听取汇报后，贾堤说，干事
创业关键在人，要有大局意识、有工作
能力、有工作担当。要有过紧日子、开
源节流的理念。要有经营城市的理念，
控制成本，在守住基本民生的同时，最
大限度改善民生。要发挥主动性、能动
性，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始终保持锐意
进取的精神状态，为东丽绿色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

副区长闫峰参加。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东丽区丰年
村街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全力发展经济，大力实施便民惠民
工程，努力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居民生活得更
加幸福。

东丽区丰年村街道总面积5.08
平方千米，人口21000多人。根据街
域面积小，载体少的实际情况，他们确
立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民生的发展
思路。在经济发展上，以楼宇注册和
区域总部经济为发展方向，做到全员
抓招商、全员抓项目、全员抓税收、全
员抓营商环境，今年上半年完成新增
注册企业200家。在改善民生上，近
三年来，先后完成了丰年南里、丰年北
里等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工程，今年还
将实施常熟里、泰兴里等部分老旧小
区的改造工程，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整
体功能。同时，街道还以社会组织创
新实践基地建设为抓手，实现社会组

织自我管理、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目前，基地已吸引社工类、养老服务类
等领域的12个专业社会组织入驻。
通过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开展志愿服
务和社区服务，进一步提升了社区居
民幸福感。

日前，东丽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
到丰年村街道，就经济发展、保障民生
等话题同大家交谈。他说，经济发展
是根本任务，要增强全员抓招商和税
收的意识，既要做社会治理的行家里
手，也要做好招商引资的哨兵。在基
层治理中要做到精细化管理，盘活资
产资源，打好可持续发展牌，实现社区
的自我造血，自我循环。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不做过高的承诺，尽最大努
力改善民生，营造全员参与、共同缔造
的社会治理新局面。要积极引导培育
公益组织，通过活动树立“东丽是我
家、建设靠大家”的理念，让每个人都
成为文明城市的参与者、受益者。

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提升居民群众幸福指数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营商环境是
衡量一个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是
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东丽区始终
践行“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
工作理念，下大气力解决企业遇到的
难题，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以优质
营商环境，服务企业更好发展。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是一
家大型合资药厂，多年来，企业不断加
大研发投入，并借助全球研发力量，推
动产品不断更新，2020年生产总值达
到19.4亿元。目前，企业正准备建设
光伏发电项目，向绿色智能转型升
级。上海烟草集团天津卷烟厂占地面
积218420平方米，拥有1条烟丝处理
线、1条梗丝处理线，20余台套卷包设
备，年卷烟生产能力350亿支。目前，
企业技改三期工程正在建设过程当
中。工程新建总建筑面积为14万平
方米，共可存储片烟约136万担。工
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物流业务整
合，提高物流运行效益，日前桩基工程

已全部完成，马上进入基础承台施工阶
段。

日前，东丽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
先后到这两家企业走访服务，详细了
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及企业在发展
中遇到的堵点和难题。对企业涉及的
道路规划、项目推进等问题现场进行
协调，要求有关部门根据企业需求，跟
踪服务，主动解决。

贾堤对企业为东丽区经济发展作
出的贡献表示肯定，他说，发展是第一
要务，只有企业发展好了，才能给区域
带来更多的就业，区域的发展才会更
好。政府就是要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
商环境，能做到的必须做到，政府有担
当，企业有发展，群众的获得感才会更
强。他要求，相关部门要齐抓共管，形
成强大合力，加强与企业沟通，让企业
看到东丽服务的效率、看到东丽发展
的未来，不断促进东丽区绿色高质量
发展。

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精细化服务企业发展
打造经济增长新高地

主动服务 担当作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食用菌生产车间

平高电气员工检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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