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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4日上午，市委常委会召
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
工作的重要思想，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学习贯彻中央关
于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国的部署要求，讨论天津
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天津市规范民办义
务教育发展工作方案，研究部署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工
作。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贯彻执行信访工作的
党内法规制度，切实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
做好我市新时代信访工作。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党委、政
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
作，全面践行群众路线，完善信访工作格局，规范信访事项
处理程序，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加强督查督办，压紧

压实信访工作责任。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开展学习培训，加
强信访工作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信访服务保障大局的能力
水平，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海
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
握重大战略机遇，全力打造海洋强市。加快天津港世界一
流智慧绿色港口和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增强海洋领域
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海洋装备、海水淡化等产业。优化
“滨城”基础设施，加强渤海生态治理，用好海洋文旅资源，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色海湾。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双碳”目标为引领，力度不减、久久为功，坚决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扎实推进
“871”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坚定不移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

路。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察考核，以全面从严治党的力
度，推动污染防治各项任务落实见效。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聚焦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更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公益、公平属性，优化义务教
育布局结构，抓实“双减”工作，营造良好教育生态。强化党委
和政府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工作的主体责任，积极稳妥、有力有
序推动工作方案实施。
会议强调，要强化国企混改全过程监督，及时发现和解决

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巩固拓展国企改革成效。坚持把深
化改革与加强国企党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制造业立市
结合起来，推动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合法
权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清华大学化学系、物质绿色创造与
制造海河实验室罗三中教授团队刚刚在
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发表
了最新研究成果——《基于烯胺光促E/
Z互变的去消旋化反应》，为外消旋体的
拆分提供了新思路，将传统氨基催化的
发展应用推向新高度。”南开大学化学院
教授李鑫说，作为第二完成单位，这是咱
们实验室今年迎来的“开门红”，也标志
着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验室经过
蓄力，开始扬帆起航。

暮春三月，走进科研西路6号、16
号院，原本杂草丛生的废旧厂房被整
洁、方正的园区取代，一排排重新装修
的实验楼风格简约、线条洗练——这里
就是天津市5个海河实验室之一，2021
年11月揭牌的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
河实验室。
“南开区全力支持海河实验室三期

规划建设，这里是一期，我们把一个三十
多年的老旧园区改造成一个现代化、低
碳甚至零碳的科研园区，现在已经初具
规模。实验室起步的前三年，区里给予
全额的租金补贴。未来还将围绕海河实
验室的建设，在整个区域内打造一个创
新创业的氛围，我们叫做‘海河科学城’，
以支持海河实验室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南开区协同创新办副主任李威指着
实验室的规划沙盘，语带兴奋地介绍，
“同时就实验室发展作了长远规划，从科
研用房、人才政策、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
全方位保障。”

什么是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物
质’是这个实验室的学科核心，它与人
类社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绿色是个发
展理念，代表它的高质量发展；创造是
体现0到 1的创新，制造体现从1到N
的创新。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罗胜）为加强渤海生态环
境保护，近年来，市财政积极争取中央环保专项资金支持，加
大资金筹措力度，针对我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能力建设短板，
积极支持保障重点项目建设，为“十四五”持续打好渤海综合
治理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支持建设海洋环境污染应急物资库，打造“安全”海湾。统

筹安排中央环保专项资金1317万元，引导带动社会资本投入
1317万元，支持建设了移动吊装现场检测方舱、通信指挥系
统、浅海调查采样系统、浅海底泥调查采样系统，以及智能溢油
收集处理、油污终端处理、化学品污染处理、海岸带及滩涂环境
修复等一系列装备，筑牢了我市海洋环境风险防范底线。
支持建设海洋综合监管信息平台，打造“智慧”海湾。市、

区财政投入资金656万元，支持配备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设备，
建设“湾长制”综合监管及考核评估系统。

支持建设智能化海洋垃圾治理系统，打造“清洁”海湾。
市、区财政安排资金315万元，建立智能化垃圾治理系统，实
现了对东疆港区26公里岸线和7.5平方公里近岸海域进行智
能化的识别巡查和整治，形成高效协同、快速处置的海上环卫
工作机制和垃圾治理体系。

时间是常量，也是变量。“人生的道

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同样，一个国家、一座城市的发展，在紧

要处，常常也只有几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我国经济已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个“转”，体现党中央对时代大势的清

醒认识、对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体现从

“量变”到“质变”的新飞跃。作为传统老

工业基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天津既

有旧的历史惯性，也有新的路径依赖，如

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告别粗

放的发展方式，走出要素驱动的思维禁

区，加速经济转型、结构转优、动力转换，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这是一场“舍”与

“得”的艰难抉择，也是紧要处的关键几

步、阵痛期的重大转折。

高质量发展是更重内涵、更加健

康、更可持续的发展。虚高虚胖，都不

是健康的表现；一时风光，换不来长远

发展。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天津

横下一条心，盘清家底、还原本来，顶住

各种质疑甚至唱衰、抹黑，大力度挤掉

经济增长中的水分，着力提高发展质量

和效益，面向未来扎扎实实打基础、增

后劲。从经济运行轨迹看，天津GDP

增速一度跳水式下挫，但从发展质量和

内涵来说，天津产业结构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经济韧性日益增强，创新驱动引擎强劲，社会短

板不断补齐，全民共享发展指数全国第一，高质量小康

社会全面建成。5年埋头苦干，天津以时间换空间，降

下了速度，升华了质量，舍掉了面子、得到了里子，挤掉

了水分、夯实了基础，消解了隐患、温暖了民心。这正是

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也正是天津勇于自我加压、自

我革命的意义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没有水

分的速度，是民生改善、就业比较充分的速度，是劳动生

产率同步提高、经济活力增强、结构调整有成效的速度，

是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

速度。”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1至2月，我
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289.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1%。其
中，出口604.3亿元，增长16.1%；进口685.6亿元，增长0.2%。
滨海新区进出口值占全市近7成。
数据显示，我市外贸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今年前两个月，

民营企业进出口515.7亿元，同比增长18.3%，占全市进出口
总值的40%，较去年同期提高3.8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进出口
也取得了17.2%的增长。

与此同时，贸易对象更加多元，欧盟、美国、东盟、韩国和
日本是我市最主要的贸易伙伴，今年前两个月进出口同比分
别增长3.3%、11%、10.8%、0.8%和14.4%。此外，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305.8亿元，增长8.9%；对RCEP国家进
出口453.8亿元，增长10.3%。
从商品种类看，机电产品出口值在各类商品中保持首位，

今年1至2月共出口346.9亿元，占同期天津市出口总值的
57.4%，增长5.8%。同期医药材及药品出口也有显著增长，增
幅达118.6%。进口方面，汽车、航空器零部件、乳品大幅增
长。其中，我市前两个月共进口汽车1.28万辆，增长77%，价
值67.4亿元，增长89%。进口航空器零部件28.6亿元，增长
55.3%。乳品进口同比增幅达65.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

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国的部署要求，讨论我市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行动方案、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方案，研究部署
深化市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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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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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天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发展成就巡礼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刘刚

一场“舍”与“得”的质量变革
——天津保持战略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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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月我市进出口同比增长7.1%

加大资金支持 打造安全智慧清洁海湾

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畅通“两山”转化通道 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我市出台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

“金理学”署名文章

上图 2021年7月，天津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

启用，共设立71个充电车位、63个多类型充电桩，成为全国

首个车联网体系化运营平台。 本报资料照片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陈璠

5年，一个重要的时间周期。
5年，一场深刻的质量变革。
又到草长莺飞时。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天津拥抱新

时代，把握大逻辑，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把转变发展理念与转
变政绩观结合起来，大力度挤掉经济增长中的水分，坚决不要
徒有虚名的“速”与“量”，把战略重点转到拼质量、拼效益、拼
结构、拼绿色发展上，用“绿色系数”考核发展成效，在津沽大
地掀起一场影响深远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经历了转型的阵痛、坚守的煎
熬、拼搏的艰辛，在“舍”与“得”的抉择和实践中，天津坚毅
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政治账 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红绿灯

时代在变革中前行，历史在抉择中书写。
时针拨回到2017年岁末，增速一度全国领先的天津经

济，突然来了一次“深蹲”——GDP增速由上一年的9.1%骤
降至3.64%，增幅掉了近2/3。

经济失速，把天津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断崖式“跳
水”的背后，既有统计口径的因素，更是天津“自揭家丑”“挤
水分”的主动之为，也有产业结构偏重偏旧、新动能增长青
黄不接、资源环境难以为继的局面之困。
站在经济拐点，直面历史低点，天津怎么办？
是在虚高增长的幻象中顾影自怜、沉迷陶醉、不能自

拔，还是痛下决心、挤干水分、还原实打实的数字？天津市
委倡导全市上下打开脑袋上的“津门”，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三个着力”的重要要求，特别是
“着力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深刻内涵，深刻领会新常态
下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

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
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的历史必然。

从“有没有”“有多少”到“好不好”“优不优”，这是我国
迈上更高级发展阶段必须越过的坎。新的历史方位呼唤新
的发展理念。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
看潜绩；既要注重GDP增长，更要注重民生改善、社会进
步、生态效益提高——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是红绿灯。天
津坚决算政治大账，坚决甩掉虚的、非绿色的、结构不优的
GDP，把战略重点转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争当高
质量发展的“先锋”与“闯将”。
当时，有人为天津经济失速“扼腕叹息”，国家发展改革

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却坚定地
为天津打CALL。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件事背后折射出发
展观念的主动调整。高速度增长不等于高质量发展，只有
通过创新、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释放经济发展的内
生活力，才能给当地带来更大的实实在在的收益。”
冯奎调研发现，调整后的天津真正认识到经济发展的深

层次问题，例如要解决产业结构不协调、产城功能不协调等问
题，更好地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把港口的战略价值充分
发挥出来，“找准了要害和病根，革故鼎新，发展才有后劲。”
接下来，人们看到了一系列势如破竹的“舍”——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得一组数据：天津淘汰落后产

能，坚决整治2.2万家“散乱污”企业；化解过剩产能，到
2020年钢铁行业全部完成国家下达任务，累计压减炼铁产
能454万吨、炼钢产能690万吨，“钢铁围城”治理基本完成；
严控燃煤总量，2016年至2020年压减燃煤总量485万吨、减
少11.5%，“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被坚决遏制。（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