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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一直与

我们农民连在一起”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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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21日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尼泊尔总统班达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哈萨克斯坦总理斯迈洛夫、老挝总理潘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等外国领

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应邀以视频方式出席年会。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四次会议2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
决，通过了期货和衍生品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决定免
去王蒙徽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职务。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签署第111、112、113号主席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闭
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38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
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十
四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台湾省出席十四
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关于修改

二〇〇二年六月七日在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签署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的议定书》的决
定、关于批准《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的决定、关于批准《1957
年废除强迫劳动公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应勇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陈润儿为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建军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姜伟的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张璐）记者昨天从市
统计局获悉，一季度，我市坚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全市经济运行保持增长。根据地区生产
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我市地区生
产总值为3538.5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0.1%。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为25.43亿元，同比增长4.5%；第二
产业增加值为1260.81亿元，同比下降
2.2%；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252.28亿元，
同比增长1.1%。

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总的来
看，一季度我市经济运行保持增长，随着
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稳企纾困政策落实
到位，各类企业生产恢复，全市经济将持
续稳定恢复。

农业发展势头良好

蔬菜肉类供应稳定

一季度，我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4.7%。其中，农业产值同比增长
3.0%，春耕备耕平稳有序推进，蔬菜产量
同比增长1.5%；牧业产值同比增长9.6%，
生猪出栏量同比增长0.1%，牛出栏量增
长3.3%，羊出栏量增长19.0%，牛奶产量
增长4.8%。

工业生产降幅收窄

先进制造业稳定支撑

一季度，我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0.6%，降幅比1—2月收窄0.9个百
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值同
比下降2.0%，民营企业下降0.1%，外商及
港澳台商企业下降0.1%。分三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制造业下降
3.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下降0.4%。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0.7%。

重点产业链发展总体稳定。一季度，
我市12条重点产业链在链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增加值合计增长0.4%，快于规模以上
工业1.0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达到
75.6%。其中，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集成电
路等3条产业链增加值分别增长18.7%、
48.3%和21.9%。
新动能发展势头良好。我市高技术产

业（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0%，比1—2
月加快9.2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比重为
14.5%，比1—2月提高1.0个百分点。新产
品产量增长较快，服务机器人、集成电路产
量分别增长29.7%和14.4%。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米哲）20 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廖国勋赴新能源产业链企业调研。
维斯塔斯风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业务

覆盖陆上与海上风力发电机的设计、制造、安
装和服务。廖国勋走进企业生产车间，详细
了解产能规划、原料供应、技术创新、工艺流
程等情况。他希望企业发挥风力发电设备制
造龙头带动作用，持续导入新产品新技术，在
推动新能源发展中展现更多作为。
天津中能锂业有限公司致力于锂电池负

极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廖国勋与企业负
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核心技术、产品性能、产
业布局等介绍。他对企业锐意创新的做法给
予肯定，希望紧扣产业链，提高嵌入度，瞄准
前沿技术不断攻关，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
集聚一批上下游关联企业，与天津高质量发

展同频共振。
廖国勋在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论
述精神，不断壮大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产业，
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要持续深化制造业
立市战略，锚定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的定
位，做强做大新能源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力。要更好发挥产业联盟作用，紧
盯“链主”企业和龙头项目，千方百计补链、延
链、强链，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
要强化政策支持和产业扶持，完善工作专班
机制，摸清企业需求，强化助企纾困，扎实做
好保障原材料供应、降低用电成本、畅通物流
配送等工作，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问题。

市领导连茂君、朱鹏和市政府秘书长
孟庆松参加。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改革风劲，创新潮涌。今天，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迎来挂牌7周
年。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几年
来，天津自贸试验区在推进制度创新、集
聚资源要素、培育优势产业、服务京津冀
协同发展等方面成绩突出，各项创新政
策红利加速释放。
庞巴迪（天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是

与天津自贸试验区一起成长壮大的企业
之一。2015年4月21日，天津自贸试验
区举行挂牌仪式，此后不久，庞巴迪的公
务机维修项目就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机场
片区破土动工，于2017年4月正式投产。
庞巴迪（天津）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畅通用一组数据说明了近年来的增
长势头：“2020年11月，庞巴迪天津第50
架定检维修的飞机出厂；2022年1月，第
100 架飞机完工交付。也就是说，从
2020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用13个月
完成了过去3年的业务量！”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庞巴迪天津的

业务已不仅局限于机库内的定检维修，
航空应急维修（AOG）成为企业提供的

又一重要服务。畅通告诉记者：“以前我们
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维修，需要先报关，
这就至少要两到三天；现在，工程师当天就
可以出发前往各地，快速响应客户，也给庞
巴迪的业务拓展带来很大帮助。”
这一变化源于去年天津海关在全国率

先推出的“保税维修+区块链”监管模式。
天津保税区海关综合保税区业务科副科长
高耿明介绍，利用区块链技术，企业的上链
数据可以交叉验证，进出区通关手续实现
了“瞬时办理”，能更好地满足保税航材和
工具需紧急出区使用的时效要求。据悉，
这一模式还将在天津自贸试验区更大范围
内复制推广。

近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已推出境外
飞机保税维修形式申报、境外飞机航程内
保税维修绿色通道、简化关键零部件委托
维修手续等多项创新业务，为区域内航空
产业发展插上“翅膀”。

今年一季度，庞巴迪天津共维修公务
机11架，货值达25.9亿元。“得益于自贸区
和综保区的各项政策落地，我们的航材进
出口速度明显加快，维修效率也提高了很
多，有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庞巴迪天津作
为承修商。”畅通表示。 （下转第2版）

习近平今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期货和衍生品法、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廖国勋赴新能源产业链企业调研

做强做大新能源产业集群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讯 日前，中共中央批准：
刘桂平同志任天津市委委员、常委。

中共中央批准
刘桂平同志任天津市委常委

天津自贸试验区挂牌7周年

各项创新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海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0日上午，市委
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海
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
市贯彻落实措施。市委书记李鸿忠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的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内涵丰
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政治性、指导性，对做好天
津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要认真学习领会，与
学习贯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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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结合，胸
怀“国之大者”，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大政方针政策
不折不扣在天津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体现坚决
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党的二十大
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大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
担当，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做好风
险防控、维护安全稳定等工作，坚决筑牢首都政治
“护城河”。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保持战略定力，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实施制造
业立市战略，大力发展海洋产业，以更高标准、更大
力度推进天津港建设。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大力
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
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夯实共同富裕基础。大
力推动种业振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积极贡献力
量。要一刻不放松地抓好疫情防控工作，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科学
精准、动态清零，抓细抓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最大
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坚持稳中求进 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

一季度我市经济运行保持增长

本报讯（记者 魏彧 于春沣）20日下午，市委
书记李鸿忠深入东丽区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论述为指导，压紧压实各级党委抓“三农”工
作的政治责任，用好发展农业的资源禀赋，努力做
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
东丽区金钟街道欢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种

植西红柿为主导产业，种植面积达1286亩。在合作
社园区内，李鸿忠详细听取东丽区发展特色农业情
况介绍，走进农业大棚，俯身察看西红柿长势，与种
植户就大棚管理、亩均产量、市场销售等进行深入
交流。眼下正值采收的关键时节，刚刚摘下的西红
柿个个饱满硕大、惹人喜爱。李鸿忠希望市、区两
级进一步加大农技帮扶力度，优化西红柿品种，畅
通产销对接渠道，提升欢坨西红柿的品牌效应。

随后，李鸿忠来到新立街道丽晟还迁房社区，
入户看望原顾庄村村民赵万龙、王德荣一家人。
老两口在2020年搬进还迁房，对如今的居住条
件、社区环境非常满意，由衷地感谢党的好政策。
李鸿忠详细询问一家人村改居后的经济收入、看
病就医、子女工作等情况。得知老两口晚年生活
安稳，一双儿女十分孝顺，李鸿忠感到由衷欣慰，
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李鸿忠专门叮嘱
丽晟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何鑫要发挥好
基层党组织作用，为还迁居民提供贴心周到的社
区服务。李鸿忠来到丽晟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亲
切看望社区工作者、基层网格员，就完善网格服务
等听取意见建议。

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会议室，李鸿忠与东丽
区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就深入推进乡村

振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鸿忠强调，东丽区要深
刻认识做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倍
加珍惜发展农业的资源禀赋，做好农字号“文章”，努
力绘就都市发展与乡村振兴交相呼应的美丽画卷。
要做优西红柿、葡萄、花卉等特色农产品，提高现代
都市农业水平。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
“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要大力推进绿色生
态屏障建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留住乡村自然美，
留住乡愁记忆。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拓宽“搬迁上
楼”农民就业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基础设
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突出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这个关键，发挥基层党组织轴心作用，把社区、物业、
农业合作社等各类力量切实组织起来，有力维护安
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副市长李树起参加。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4月19日至20日，第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
顾秀莲来津调研，并出席天津市学习贯彻中办46
号文件精神深化“五爱”教育阵地建设推动会。调
研期间，市委书记李鸿忠向顾秀莲一行汇报了我
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化推动关心
下一代工作等情况。中国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吴德
刚，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喻云林出席，副市长
孙文魁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市关工委党委书记、

主任邢元敏主持会议并宣布“老少同声颂党恩、携
手喜迎二十大”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老同志
滑兵来、邢军、王文华、李润兰、何荣林、刘长喜、
李文喜、杨福刚出席。会议采取视频会议方式举
行，各区、各系统关工委、文明办组织相关人员收
听收看了视频会议。
顾秀莲在推动会上作了讲话，她指出，党的十

八大以来，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站位高、措施
实、效果好、亮点多、氛围浓，在推进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希望天津关
工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
下的一代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中办46号文
件”）精神，把中央决策和市委部署与工作实际紧密
结合起来，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引
导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为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下转第2版）

李鸿忠深入东丽区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压实政治责任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天津市学习贯彻中办46号文件精神深化“五爱”教育阵地建设推动会召开

深化推动关心下一代事业高质量发展
顾秀莲出席并讲话

韩家墅农产品批发市场各销售区有序恢复运营。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闫杨 摄

严格资格条件 坚持好中选优
——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积极开展党的二十大

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推荐提名工作

党的二十大代表肩负着9500多万名党

员、48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重托，凝聚着全

党意志，承载着人民期望。把党员中的优秀

分子选出来，对于开好二十大至关重要。

● 严格资格条件
● 注重优化结构
● 广泛宣传发动
● 严格组织把关
● 确保风清气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