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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雯婧

“真心谢谢你们，不光来看我，还安排大夫上门鉴诊，让我
安心打了疫苗，真是又送温暖又送健康。”日前，王宗钺老人向
再次上门的社区工作人员表达谢意时说。连日来，红桥区咸
阳北路街道北岸社区开展了“岸”响门铃主题活动，网格员、党
员志愿者、下沉干部入户走访，主动对接各类需求，通过望、
闻、问、切工作方法，帮助辖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这是
红桥区推动“迎盛会、铸忠诚、强担当、创业绩”主题学习宣传
教育实践活动工作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红桥区结合各行业实际，在街道社区、机关、国
企、事业单位和“两新”组织，分别开展“强基础，固基本”“抓融
合，做表率”“抓班子，提效能”“强短板，促改革”“抓覆盖，树品
牌”五个专项行动，推动全区党员干部在破解难题中勇挑重
担，在服务群众中担当作为，切实让百姓感受到主题学习宣传
教育实践活动工作带来的新变化、新实惠。

近日，红桥区住建委住建发展中心排水服务部党员服务
队，走进老旧小区义务疏通排水管网“肠梗阻”的做法，受到小
区居民称赞。“这回下雨天不担心管道堵塞、院里积水了！”看到
工作人员正在逐个清掏小区内的污水井，红桥区丁字沽街十三
段社区居民王泰说。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国家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放在
农村，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同时，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部分领域
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和薄弱环节，与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还有差距。为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进一步提
升乡村宜居宜业水平，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顺应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为重点，强化规划引领，统筹资
源要素，动员各方力量，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既尽力而
为又量力而行，求好不求快，干一件成一件，努力让农村具备
更好生活条件，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
（二）工作原则

——尊重规律、稳扎稳打。顺应乡村发展规律，合理安
排村庄建设时序，保持足够的历史耐心，久久为功、从容建
设。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财力可持续
和农民可承受的基础之上，防止刮风搞运动，防止超越发展
阶段搞大融资、大拆建、大开发，牢牢守住防范化解债务风
险底线。

（下转第7版）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初夏，绿色浸染，位于蓟北深山区的
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万木葱茏，一
片绿意……

今年51岁的朱金宝，17岁就来到这里
看山护林，见证了八仙山的变化，尤其是最
近10年来发生的变化。
“八仙山是一座野生动植物资源宝

库，有1000多种高等植物，我们都保护得

完好无损，‘奇珍异宝’更是得到格外关照。”
朱金宝指着山坡上多株黄颜色树皮的树说，
“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黄檗，树皮有
药用价值，在世界多地遭到破坏，数量稀
少。在八仙山，黄檗得到了保护，数量不减
反增。”

10年来，天津不断加大北部山区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2018年，在蓟州的山地丘陵区，
划定了水源涵养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
红线，其中就包括八仙山。 （下转第3版）

连日来，承担我市抗疫保供任务的多家菜市场推行延时服务，保证市民的“菜篮子”“米

袋子”供应稳定充足。图为河北区望海楼社区中山路菜市场。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他见证了八仙山的变化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春夏之交，随着3家津企接连在科创板
上市或过会，我市信创和半导体产业链“羽
翼”更为丰满。一向低调的天津政府引导
基金也被推到了聚光灯下。因为这些企业
的背后，都有海河产业基金的身影。截至
目前，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所瞄准的12条
重点产业链，海河产业基金至少直接参与
了8条，投资引入10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
就有51个。

芯片“龙头”背后的资本助推

3月中旬，海光信息一出现在科创板
过会名单里，业内人士通过股权穿透就发
现了海河产业基金。这一次，它与国开装
备基金联手成立一只专项基金，双方各斥
资1.8亿元。
业内估算海河产业基金仅账面就能获

得4倍以上的收益。可如果把时间拉回到
2018年的秋天，作出这样的投资决策，考
验的是专业眼光和魄力。当时，信创产业
并未在风口，而海光信息要做的是颇具挑
战性的芯片。海河产业基金团队将宝贵的
政府资金投进去，能不能结出硕果，会不会
打了水漂，不可能没有顾虑。

海河产业基金管理团队相关人士告
诉记者，他们与海光信息的缘分，要归因
于天津市政府对信创产业的高瞻远瞩、
海河产业基金对海光信息的深入投研以
及其与中科曙光的友情。后者是海光信
息的大股东。几年来，海河产业基金一
直与注册在天津高新区的中科曙光亲密
接触，在互动中了解到中科曙光有问鼎
芯片产业的雄心，以破解芯片被海外企
业“卡脖子”的困境。海河产业基金决定
跟进助力。2018年 11月，海河产业基金
成立专项基金，帮中科曙光解决颇为棘
手的团队激励难题，助海光信息顺利完
成了股改。

（下转第2版）

中办国办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 新华社记者

5月，在津沽大地的记忆中总是最温暖的。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考察天津就是在这个生机勃发的时节。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弘扬民

族精神培养爱国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四次来津，擘画国家战略，指导改革发展，赋予这片热土无
限的力量。

国家战略的天津作为

“要志在万里，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
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2019年
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冒着严寒考察天津港。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宏伟擘画，化为天津发挥好产
业发展比较优势，加快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的强大
动力。
作为京津冀海上门户，天津港发挥枢纽港优势，与河北

港口共建世界级现代化港口群，推动区域深度融入全球经
济格局。

津冀区位相近，两地港口是“近邻”，却曾经是“对手”。
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明确天津北方国际航
运核心区定位，与河北省的港口形成合作、错位发展。

天津港是百年老港，通达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多个港口。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天津港惠及更多
伙伴。如今，两地港口互动越来越频繁，增多的航线像一条
条线，串起天津港、秦皇岛港、唐山港、黄骅港等吞吐量过亿
吨的大港。
津冀港口群建设也有力地服务北京经济发展。天津港

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任伟说，北京奔驰汽车有限
公司遇到一个难题，北京到江浙地区的陆路运输时间长、成
本高。“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专题技术论证，很快开通了天津
港到宁波港的航线。”
“今后我们将加快构建功能完善、分工合理、错位发

展、高效协同的津冀世界级港口群，织密环渤海航线网络，
增强津冀港口群在环渤海、内陆腹地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提高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天津港集团董
事长褚斌说。
映照协同之变的，有“一座港”，还有“一个园”。
这次考察，习近平总书记还来到天津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他强调，要深化科技园区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
境，吸引更多在京科技服务资源到园区投资或业务延伸，促
进京津两市真正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合。

3年来，这里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创新利益共享等机
制，吸引逾3000家企业注册，其中北京来津企业占比由
2019年的16%提升至30%。
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中，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是天津的重要定位
之一。
“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资源丰富、科技人才众多的优

势，建设科技创新高地，不断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促进科技和经济深度融合。”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
研究院的这番话语，给予时任研究院副院长周泽奇巨大动
力。“我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聚焦核心关键技术，要坚定
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10个月后，这位“海归”创办丹娜（天津）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成为侵袭性真菌感染疾病早期
检测的领头羊。“创新创业使人年轻，能看出我今年70岁了
吗？”周泽奇说。
融入大战略，是使命，也是机遇。
在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区域产业协作和创新协

同等方面全面发力，2021年，天津引进北京地区投资项目
1076个，到位资金1369.80亿元，增长8.5%，占全市引进内
资比重超过40%。

先行先试的天津试验

今年5月起，又一项改革举措在天津自贸试验区落
地——市场主体极简登记。
“申请、审核、电子签名、打印营业执照，一气呵成。”天

津信至嘉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英春说，作为一家提
供商务代办服务的企业，他们是直接受益者。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指出，天津要充分利用
滨海新区平台，先行先试重大改革措施，努力为全国改革发展
积累经验。

1年后，滨海新区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行政审批局，用1
颗公章取代过去18个部门的109颗公章，“一颗公章管审批”
的经验如今已在全国“复制”。之后，最简告知承诺制审批、京
津自贸通办、拿地即开工等改革举措不断涌现。
凸显改革之效的，有“一颗章”，还有“一座城”。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新加坡两国在生态城市建设领

域的重大合作项目。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新天津生态城考察时指

出，生态城要兼顾好先进性、高端化和能复制、可推广两个方
面，在体现人与人、人与经济活动、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等方面
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
供示范。

渤海畔那片曾经由1/3盐碱荒地、1/3废弃盐田、1/3污染
水坑组成的“生态禁区”，如今已是一座生态之城、智慧之城、
幸福之城。

包括基础设施、数据服务、智慧环境、智慧治理、智慧经
济、智慧民生6类、30项指标的全国首套智慧城市指标体系，
为国内其他地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坚持绿色建筑100%的建设标准，打造海绵城市，建设无
废城市，绿化覆盖率达50%，遗鸥、白琵鹭、黑天鹅等100余种
水鸟在这里栖息……生态城管委会干部程瀚说：“这里就是个
鸟语花香的大公园。”

学习奋斗的天津实践

“我点燃主火炬前，激动地向习爷爷挥手，他也向我挥手，
大屏幕上习爷爷目光坚定，让我充满力量！”回想起5年前那
个夜晚，“津娃”潘天顺依然心潮澎湃。

2017年8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宣布第十三届全
运会开幕。当天上午会见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先进个人
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本届
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获奖的运动员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

（下转第3版）

渤 海 湾 畔 新 潮 涌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天津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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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推动“五大专项”行动

畅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总书记这句话是肯定，更是嘱托”

人民卫士 擎旗奋进
——党的十九大以来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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