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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首届大国工
匠创新交流大会 27 日上午在京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大会的举办表示
热烈的祝贺，并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
之际，代表党中央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
模范致以诚挚的问候，向广大劳动群众致
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技术工人队伍
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
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
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勤学苦
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不断提

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
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视发挥技
术工人队伍作用，使他们的创新才智充分
涌流。

大会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东明宣读了
习近平的贺信并讲话。
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由中华全

国总工会主办，主题为“技能强国，创新有
我”，通过线上线下形式展示以大国工匠为
代表的广大职工的精湛技能和创新成果，
为广大高技能人才搭建交流平台。

值此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召开

之际，我向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

创造的重要力量。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

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需要，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

敢为人先，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重视发挥技术工人队伍作用，使他们的

创新才智充分涌流。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我代表党

中央，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致以诚挚

的问候，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

2022年4月27日
（新华社北京4月27日电）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大国工匠创新交流大会举办强调

勤学苦练深入钻研勇于创新敢为人先 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向广大技能人才和劳动模范致以诚挚问候 向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

贺 信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山海相拥，九河滋润。春日的津沽大地满目青葱，生机
勃勃。

党的十九大以来，天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把“三农”工作作为执政之基、发
展之基、稳定之基，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紧密结
合直辖市特点，统筹推进农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大力度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
境、培育文明乡风，美丽乡村建设“内”“外”兼修，塑生态之
“形”、铸文化之“魂”，推动新时代乡村进行一场全方位、革
命性变革。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2021年全市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8.8%，跑赢了GDP增速，绝对值达
到27955元，位居全国第四。最为可喜的是，天津继续成为
全国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标志着共享发
展的理念已经落地生根，天津在推进城乡均衡发展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

产业重塑 让“中国饭碗”装上“天津粮”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作为北方工商重镇，天津三次产业产值结构中，农业占

比最小。但小体量不等于“小农业”，天津耕地资源禀赋优
越，“浓缩的都是精华”。

5年来，天津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绷紧粮食安全这根
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三农”工作重中之重地
位，牢牢抓住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走实走好质量兴农、科技兴农之路，不断提高农业综
合效益，让“黄金土地”产生“黄金效益”。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
小站稻无疑是天津一张闪亮的名片。
春日融融，津南区小站镇会馆村的村民正忙着育秧。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加林欣喜地说：“去年尽管遭
遇了一些自然灾害，但小站稻仍然获得丰收，稻谷总产量达
到35万公斤，每亩增收300多元。”

会馆村是天津小站稻的发源地。近百年来，这里的村
民多以种优质小站稻为生。后来，由于缺水等原因，长达几
十年，村民都不能再种小站稻。2018年，天津启动小站稻
产业振兴规划，会馆村村“两委”流转土地，成立合作社，疏

通河渠、肥沃土壤、播撒良种，第一年种植的300亩小站稻就
获得了大丰收。近两年，村里又开展稻蟹立体混养，发展乡村
旅游，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3万元
左右，小站稻已成为会馆村的致富粮。

振兴小站稻，天津舍得真金白银投入。市农业农村委坚
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投入近10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水稻
产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开展水稻基质育秧，推广节水节
肥种植新技术；投入约2000万元支持水稻高标准智能化研究
设施建设，改善了我市小站稻品种研究基础条件。

春暖花开时节，宁河区七里海镇养蟹大户杜乃合又忙活
起来。2021年，他承包的8000亩稻田，套养七里海野生河蟹
获得大丰收，稻香、蟹肥，每亩增收500多元，今年他还将继续
扩大立体种养面积。

目前，小站稻种植面积达到102万亩，天津已成为华北最
大的粳稻种子生产基地，陆续推出了“津原U99”“天隆优619”
“金稻919”“津育粳22”“津川1号”等一系列优质小站稻品种，
还统筹资金2000万元，支持稻蟹综合种养示范基地10万亩，
引导农民稻蟹综合种养50万亩。
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
走进武清区南蔡村镇“天民田园”合作社种植基地，温室

大棚内的果蔬已进入采摘期，有“小鹊登枝”水果番茄、“不知
愁”白草莓等不少热销产品。这里已经成为京津两地的菜篮
子基地，每天供不应求。

菜农们说，过去他们种的是普通果蔬，大水大肥，亩产
量很高，但口感不佳，售价也不高。为改变这种状况，他们
决定不再种“大路货”，而是专门种高品质果蔬，选择良种，
施有机肥，不打农药，不再单纯拼产量，而是更加注重质量
和口感。 （下转第3版）

逐梦沃野，乡村振兴织锦绣。地处绿

色生态屏障区的津南区前进村，流水淙淙、

林田相依，处处充满诗情画意。谁能想到，

这个如今远近闻名的美丽村庄，曾是“散乱

污”作坊多、村容村貌差的“后进村”。一滴

水中见太阳，前进村的今天，折射的是时代

光芒和津沽大地乡村之变。

看得见发展，记得住乡愁，一幅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卷正在希望的田野徐

徐铺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

统筹谋划，科学推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决

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想法，要在新

起点上接续奋斗，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为我们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

代“三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农业兴方能基础牢，农民富方能国家

盛。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天津视

察的第一站，就是深入农村察看小麦长势，

叮嘱要加快发展现代都市型农业，努力提

高粮食自给能力，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多

作贡献。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天津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

振兴总要求，既塑美丽之形，又铸美丽之

魂，让乡村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美好家园。

天津作为耕地有限的大城市，产业兴

旺必须以质取胜。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

产业振兴，建设高标准农田，实施小站稻

产业化振兴项目、现代种业提升工程，保

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确保惠农政策落实

落地…… （下转第3版）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马晓冬

全国首单商业保理银行间住房租赁类REITS
产品喜落东疆，规模9亿元；全国首单跨境人民
币保理业务落地津门，企业资金周转因此缩短约
60天；全国首个数字人民币商业保理业务开花
结果，并首次将央行数字货币通过商业金融机构
完成贷款发放……
“全国首单”已司空见惯，资产总额和保理融

资款余额悄然跃居全国首位，在商业保理领域，
天津奋力深耕、厚积薄发。商业保理也因此成为
继融资租赁之后，天津自贸试验区金融创新的又
一张亮丽名片。

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内保理企业达 531
家，资产规模2840亿元，占全国30%以上。其中，
中心商务片区成为全国首个承接商业保理省级
权限区域。央企保理50人论坛永久落户在这片
创新沃土上。商业保理“金融商品转让”融资成
本抵扣等新模式渐次推出，2021年为实体企业减
负3000余万元……

天津肯润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就是受益者之
一。今年1月，该企业中标了天津市人民医院扩
建项目的钢筋供应，总供应量达9000吨。争取
到这笔难得的业务，企业主却开心不起来。原
来，项目承建方的付款账期约3个月，而他们从
钢厂进货不允许赊销，必须自掏腰包先垫资，高

峰时需垫付资金800余万元。在疫情防控常态
化的当下，这对一家中小企业来说，资金压力可
想而知。紧要关头，注册在天津的盛业保理伸出
“橄榄枝”：肯润公司在钢筋送达后的第二天，不
需要买方盖章确权，盛业就依据大数据、物联网
等智能科技手段作为融资的数据分析依据，当
即为其提供融资。“关键时刻，解决了我们的燃
眉之急，这对我们太重要了。”肯润公司相关负
责人说。
盛业是一家从天津自贸试验区走出来的上市公

司。它注册于2013年年底，成立不到4年就在香港
联交所创业板上市，2019年由创业板转向主板，转年
3月又纳入恒生综合指数及深港通。（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刘平）4月27日，市政协召
开“推动种业振兴，促进我市农业高质量发
展”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出席并
讲话。副市长李树起应邀出席听取意见建议
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赵仲华主持会议。
市政协副主席齐成喜和秘书长高学忠参加。

会上，市农业农村委负责同志介绍相关
情况。32位市政协委员和专家分别作口头
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家结合前期调查研究，
就做优做强小站稻种业、强化蔬菜种业研发
能力、更好发挥优质肉种羊基地作用、加强渔
业种质资源库建设等提出意见建议。市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到会交流情况，并与大家

协商研讨。
与会同志建议，要立足我市种业发展基

础，加强种业基础性研究和品种选育、良种
繁育基地建设、“津牌”良种的宣传推广等，
夯实种业发展根基；要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培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种业龙头企业，带动
种业产业发展；要加强政策支持，促进好的
政策措施及时落地，鼓励科研机构与企业开
展联合创新，加大对种业企业金融支持力
度，营造种业发展良好环境；要加强高素质
全链条种业人才队伍建设，千方百计引进、
用好、关心、留住领军人才，为种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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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形”与“魂”的美丽重塑
——天津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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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乡村振兴 推动共同富裕

天津市农业科学院农村经济与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贾凤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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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种业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言
市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盛茂林出席并讲话

资产总额和保理融资款余额跃居全国首位

商业保理 亮丽名片

蓟州区农民开办的家庭农场喜获丰收。

（本报资料照片）

“ 守住这块宝，

守住文化活招牌”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国家“十四五”时期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国务院常务会研究决定

加大稳岗促就业政策力度

进一步打通堵点畅通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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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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