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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同期声

■ 本报记者 刘平 孟若冰 韩雯 刘国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巩固互联互通合作基础，稳步
拓展合作新领域。
“一带一路”建设从九年前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

今天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热
情参与。天津紧抓历史机遇，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
设，依托海空两港优势，立足产业发展基础，全面提升扩
大对外开放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持续增动力、添活力。

如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天津怎样觅得更好
的发展良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住津全国政协委员
建言献策，提思路，话发展。

打造智慧绿色港口

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作为世界级综合性枢纽港，天津港是京津冀及“三
北”地区与世界贸易的重要通道，还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重要海陆交汇点。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梁
永岑表示，近年来，天津港集团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天津港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
绿色港口，更好服务共建“一带一路”。
“我们大力推进码头生产自动化，推进服务平台智能

化，连续创出10余项全球领先智慧港口建设成果，全球首
个智慧零碳码头投产运营。坚持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多次打破集装箱外贸干线全球纪录，保持外贸船舶直靠率
100%，‘津港效率、全球领先’的品牌更加响亮。”梁永岑
说，天津港集团还拓展以港口为枢纽的全程物流服务，推
动港口功能、自由贸易功能延伸，打造了效率更高、成本更
低、功能更强的综合物流体系。

目前，天津港拥有“一带一路”集装箱航线40余条，
海铁联运通道42条。近三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稳步
增长，增幅位居全球前十大港口第一，其中60%以上的外

贸货物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吞吐量最快、最
稳定增长的有力支撑。

梁永岑告诉记者，天津港将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战
略支点优势，抢抓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等新
机遇，大力拓展“一带一路”外贸干线，助力京津冀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战略合作，以更大决心、更强能
力、更高效率、更好服务、更多成果，为“一带一路”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发挥地理优势

支持天津建国际班列集结中心

近年来，天津坚持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际集装箱
班列运营，多举措提升国际集装箱班列运营的软硬件
水平。
“受国内其他地区高额财政补贴竞争影响，天津国

际班列货源持续流失，运量虽仍能保持沿海港口第一位
置，但规模已大幅萎缩。”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
张金英表示。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江浩然也有同样的看法，“我们在调研
时还发现，国家铁路部门在运行图调整时也减少了沿海
港口的班列数量。”

当前铁路运输资源不足限制了天津国际班列发
展。其中，天津港的主要通道二连浩特班列情况最为严
重，受限于蒙古国扎门乌德口岸通过能力，加之铁路计
划分配不足，2021年以来天津国际班列日均发运列数难
以满足市场需求。

如何充分发挥天津地理位置条件优势，高质量建
设国际班列，更好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张金英和江
浩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监督力度，严格规范各
地国际班列财政补贴，推进落实以市场化方式运营国
际班列。同时，在天津设立国际班列集结中心。“天津
港在二连通道、阿拉山口通道上，是陆上运距最短的沿
海港口，且拥有较为发达的内贸航线。京津冀区域也

是对欧亚腹地重要出口货物的产地，恳请国家考虑将
天津设立为北通道、中通道的集结中心，支持天津国际
班列发展。”

同时，张金英、江浩然提出，要增加天津港通往二连
浩特、满洲里和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班列计划，并在铁路
运行图上予以固定。对北通道、中通道建设中涌现的新
兴口岸，给予铁路运输资源扶持，支持天津港优先开行图
定班列。

加强产业布局

提高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面对当今世界新形势，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基
于这样的观点，全国政协委员、天津中沙泰达工业园区管
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管学斌建议，可充分利用已有海外
园区资源，主动有序地融入“一带一路”所在国的本地化、
国产化产业布局、产能合作，突破常规贸易方式受阻的挑
战，共享发展的机遇和成果，以保持和加强我国产业链、
供应链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保障经济安全，促进产业可
持续发展。
“建议国家相关部委成立专家小组，依据‘一带一路’

所在国政治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战略，对适合双方优势
产业融合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一国一策’战略性研究。”管
学斌认为，以拥有技术和产业优势的所在省、市主导，以
全国资源对应所在国经济环境、资源进行深化研究，制定
产业布局规划。组织、引导和支持国内龙头企业制定“外
循环”产业发展战略，以产业链规模和局部核心竞争力优
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管学斌提出，驻外机构可主导与当地政府建立多
层次的产业发展协商机制，协调企业与政府关系，促进
优势产业与本地资源融合；建立战略培育期扶持政策，
设立跨境产业基金，鼓励金融等服务机构积极参与境
外业务发展，为园区内产业培育、产能合作提供前期资
金支持。

借船出海“一带一路”下的天津机会

京津连线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继2018年提
出在非洲建设10个鲁班工坊后，去年，
我国提出将用3年时间在上合组织国家
建设10个鲁班工坊。“目前，我市已完成
印度和巴基斯坦鲁班工坊的建设，俄罗
斯鲁班工坊正在建设中，塔吉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
都在积极筹建中。”市教委职业教育处
处长李力介绍说。

鲁班工坊是我市原创并率先实践的
中外人文交流知名品牌，是中国职业教育
国际化发展的重大创新。近年来，天津主
动服务我国总体外交战略布局，统筹各方
面资源推动我市优质职业教育成果走出
津门、当好“使者”。2016年3月，泰国鲁班
工坊揭牌成立。这是我国在海外设立的
首个鲁班工坊。随后，天津职教海外布局

的脚步逐渐加快。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
巴基斯坦、柬埔寨、葡萄牙……鲁班工坊实
现“多点开花”，并在海外建立起从中等职业
教育到高等职业教育，再到应用本科、专业
硕士，从技术技能培养到技术综合应用，从
学历教育到社会培训全覆盖的职业教育输
出体系。

2019年3月，吉布提鲁班工坊揭牌运
营，由此开启了天津与非洲在职业教育领
域的交流互鉴。截至目前，我市已在非洲
建成12个鲁班工坊，结合当地经济发展、
资源产业等情况，开设了增材制造、新能
源、机电一体化、铁道运营、中医药等共7
大类23个专业。
“我市正加快推进塔吉克斯坦鲁班工

坊建设，力争在今年内建成这座中亚首家
鲁班工坊，并揭牌运营。”李力说。

本报讯（记者 叶勇）“文莱淡布隆
跨海大桥宛如一条巨龙，跨越宽阔的文
莱湾，让海湾两岸连为一体，曾经2小
时的车程，如今缩短至15分钟。”驻津
央企中建六局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爱民
说，这是世界最多跨全预制装配式桥
梁，也是中建六局走出国门、参与建设
国际特大基础设施的扛鼎之作。基于
该项目创新研发的“海外高环保要求地
区全装配式长线桥梁高效建造综合技
术”，成为企业扬帆“一带一路”的国之
重器。

据介绍，文莱淡布隆跨海大桥跨
越海洋、热带雨林和沼泽，施工环境
异常复杂，环保要求极高。中建六局
建设者创新研发出“不落地”建造“黑
科技”，所有机械设备在施工中全程

零着陆，不触碰沼泽地面，不破坏雨林
植被，桥梁桩基及架梁等作业全部在移
动平台上完成，实现桩上打桩、梁上架
梁、桥上建桥。其中，通过世界首创的
“全程不落地施工钢平台体系”等综合
技术，建设者创造了平均2.5天、最快1.8
天施工一跨的高效施工纪录，入选中国
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典型案例，并获得
2021 年度天津市公路学会唯一科学技
术奖特等奖、中国建筑学会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创新是铸就大国重器的法宝，也是融

入‘一带一路’建设的秘诀。”张爱民说，中
建六局目前成功服务文莱、泰国等14个海
外国别市场，在跨海桥梁建造、长线桥梁建
造、复杂地铁工程及特殊结构施工等基础
设施业务中不断实现新突破。

鲁班工坊让天津优秀职教成果走向世界 驻津央企铸大国重器扬帆“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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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也是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

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如何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

更好吸引国内外优质资源要素聚集，让城市发展更具竞争力？全

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贡献真知灼见，目光放诸长远。

“改革是一个双向发力的过程，既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又

有自下而上的企业参与，瞄准问题所在、企业需求，让改革举措更

好发挥效能，是吸引企业扎根发展的重要因素。”全国政协委员、南

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钟茂初说。坚决打破体制机制藩篱，充分

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才能让软环境更具吸引力。

春风化雨、春华秋实。近年来，天津推行“一制三化”改革，出

台“津八条”“民营经济19条”、《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政策

和法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招硬招直击痛点、难点、堵点。

既致力于“放”，通过简政放权为企业“松绑”减负，也不放松“管”，

使监管既“无事不扰”又“无处不在”，更着眼于“服”，狠抓服务质量

提升，为企业带来更多获得感。改革，正在持续激发城市内生动

力，提升城市发展能级。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是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有放眼全球的视野，有海

纳百川的格局，才能对各种优质要素产生更强的“向心力”。从打

造高水平自贸试验区，到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从连续举

办世界智能大会，到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生物医药、高端

装备等领域合作，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不遗余力，“走出去”和“引

进来”相辅相成，让一座充满开放热情的城市呈现在世界面前，将

为这座城市打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天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

快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契机。全国政协

委员、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范小云认为，“提升城市‘国际

范儿’，既需要对标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国际规则，借助制度创新进

一步完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法治环境，也需要持续提

升服务意识，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以优良健全的服务体系展现

天津的吸引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买全球”“卖全球”，通过

吸引全球高端要素聚集，引领时尚消费风潮，向世界展现天津的潜

力、活力和魅力，为发展的蓄水池引来更多活水。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勇立潮头，续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这座城市的未来会更加令人期待。

打开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张玥

全国人大代表巩建丽

立足市场需求导向 灵活设置职教专业

本报讯（记者 张清）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
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重要途
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天津第一机床有限公司装
配部副主任巩建丽就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
巩建丽建议，把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大

对高职院校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力度，财政应拿出专款投入职业教
育，专门用于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基地建设和学校的实习场地建
设。还要改革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灵活设置
专业，教学内容要以培养一线人才的岗位技能为中心。

巩建丽建议，加大“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重视中青年教师
的培养和教师的连续教育，创造条件让教师走产、教、研相结合的
道路，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逐步建立“双师型”教师
资格认证体系，建设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

同时，积极探索合作办学之路，加强和社会、企业的合作。“高
职院校要广开思路，积极选择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基地，让学生理
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实践经验，为生产一线培养大批有用人才，
培养更多的‘大国工匠’。”巩建丽说。

两会好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