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年栉风沐雨 五年砥砺奋进 五年勇毅前行

东丽：绿色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
过去五年，是东丽发展进程中极其特殊、极为不易、极不平凡的五年，是全面彻底解决发展中根本性问题的五年，是

在逆境中破解难题、在危机中抢抓新机、在艰难中奋勇拼搏的五年。东丽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党中央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区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坚定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勇气决心，笃定舍眼前利

谋长远计的战略定力，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苦干实干，着力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各类风险有效化解，各

方面基础更加稳固，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新成就，正在满怀信心地开启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市新区的崭新篇章。

■■ 东丽体育馆

■■ 民航大学科技园

■■ 博奥赛斯实验室

■■ 东丽万达广场

■■ 东丽新市镇

■■ 华明高新区 清华高端院

创新引领跨越发展。在五年奋进
之路上，东丽区坚定不移推进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紧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新链，集聚优质创新资源，锻造精锐科
研力量，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经济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显著增强。
创新成为驱动东丽区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多场景灵活应用”“15分钟
快速自测”……凭借2年自主研发的新
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博奥赛斯公司不
仅在我市医学诊断应用领域行业中
“独占鳌头”，为企业发展开辟了新路
径，也获批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实现了量级突破；精达里亚
公司近几年开发的新型扁平漆包线运
用到新能源汽车，提高了效率，节约环
保，产品的迭代升级让公司一跃成为
全球漆包线领域的“领头羊”。“从0到
1”的原始创新、从“卡脖子”变成“杀手
锏”的突破创新……一系列关键领域
的技术攻关，为东丽区的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不竭动能。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也是科技创

新的主体。华明高新区创新现代化产
业园区运营方式，规划建设主题“园中
园”,引进“垠坤�未来汇”高品质产业
园区，打造“专精特新”培育示范基地，
优质企业纷至沓来，大半年时间就引
进企业超300家，东丽区正在成为企业
投资兴业的沃土。注重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地位，目前已经集聚了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601家、天津市雏鹰企业
409家、瞪羚企业15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达到462家，均实现大幅增长。市
级以上双创载体达到18家，培育1050
家创新型小微企业、106个创业团队。
同时，推动企业实施市级以上科技创
新项目400余项，建成市级以上重点实
验室15家、工程技术中心13家、企业技
术中心37家，新认定市级大学科技园1
家、综合技术创新中心1家。
技术是企业的立足之本，也是企

业竞争力的核心。东丽区积极推动科
研院所向新型研发机构转型，为企业
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搭建更高层次的
平台。全区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
位居全市前列，建成市级产业技术研
究院5家，占全市总量的21%。科研院
所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与区内400余家
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输出科研成果
197项、孵化企业164家。促进科技与
金融深度融合，围绕创新链引进6支天
使创投子基金，推出知识产权质押等
融资新模式，支持15家企业在新三板
挂牌。把人才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
源，航空航天、生物医药2个市级人才
创新创业联盟落户东丽，高层次人才
数量年均增长10%以上。
创新已经成为东丽最为靓丽的名

片。五年来，东丽区创新创业活力被
持续释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先
进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全国科
普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
系建设重点城市、国家双创示范基地5
个国家级荣誉称号，硕果累累，创新的
东丽正在焕发强大的生机活力。

在创新驱动中破茧 引领产业升级化蝶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在五年
奋进之路上，东丽区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坚持抢机遇、调结构、抓项目、促消费、
优环境，主要经济指标实现稳中有进，
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3%。经济结
构实现重大转型，关停改造2317家“散
乱污”企业，整治36个工业园区，全力
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值占比达到20.5%，服务业增加值年
均增长7.5%，占比达到61%，经济结构
更加合理，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愈发明
确、抓手愈发有力、品质愈发优化。
五年来，东丽区把党中央和市委

重大决策部署作为东丽发展最大的战
略基点，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服务天津“一基地三区”建设，主动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设立北京
招商中心，吸引中国交建、国家电网、
中核集团、华电集团等一批央企及下
属单位在东丽投资布局，推动中汽中
心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地调局水环
中心、爱思达航天科技总部基地、京东
达业等重大项目落实落地，累计引进
北京项目521个、总投资791亿元。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

2021年7月起，东丽区全面推行全员抓
招商、全员抓项目、全员抓收入、全员
抓营商环境的“四个全员抓”工作机
制，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抓发展第一要
务。全员抓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
商、市场化招商等多措并举，今年一季
度市外内资到位额超过50亿元，制造
业投资同比增长25.5%。全员抓项目，
建立运用重大项目推动监督机制和三
级问题协调机制，实施项目全周期、全
流程管理，提速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有
效打通项目建设各环节堵点，单体项

目建设提速半年以上，一季度27个项
目开工建设，9个项目竣工投产。全员
抓收入，从紧盯重点税源企业、积极引
进新增企业、盘活楼宇资源、扶持低效
占地企业等方面入手，努力打造上下
贯通、全员行动的抓收入工作体系，收
入总量和税收占比实现双增长。全员
抓营商环境，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
理念落到实处，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
办好想办法，聚焦市场所需、企业所
盼，健全落实企业保姆、企业代办员制
度，爱思达、垠坤二期项目推行“以函
代证”模式，从土地摘牌到开工比常规
审批时间缩短1个半月以上，“签约即
落地”“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正
在成为常态。
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如今，

东丽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发鲜亮，实
体制造业全面实施“链长制”，重点围
绕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汽
车等六大产业链开展补链、延链、强链
行动，2021 年，6条产业链完成产值
953.2亿元、增长23%，产业链韧性进一
步增强。建立种子企业—市级专精特
新—国家级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
链上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全区新增市
场主体超1.5万户，总量突破9万户。
坚持以便民为目的，通过合理规划商
业业态、优化商业网点布设、盘活分散
的社区空间资源等方式，在每个社区
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群众生活更
加便利。全面促进消费升级，积极释
放内需潜力，全力推进“新立经开”等
商圈建设，万达广场等一批商业载体
开门纳客，欢乐谷、东丽湖自然艺苑风
景区等景点人气攀升，文化旅游体育
消费融合发展，形成了一批物质消费、
服务消费的新热点和长青地。

在抢抓机遇中突围 推动经济发展进阶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五年奋进之
路上，东丽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决心坚定、行动有力，
筑牢生态文明之基，擦亮绿色发展底
色，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凸显。
污染防治攻坚战卓有成效。东丽

区全面实施控煤、控尘、控车、控工业
污染、控新建项目污染“五控”治气，
PM2.5浓度降低38.1%，达标天数比例
提高12.6个百分点，大气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推进控源、治污、扩容、严管
“四措”治水，健全完善河湖长制度，污
水管网和污水处理设施实现全覆盖，
地表水综合污染指数改善30.99%，考
核断面达标率100%，全域消除黑臭水
体，水环境治理成效明显。强化土壤
污染管控与修复，污染地块安全利用
率达到100%，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
节能降耗工作成效凸显。东丽区

有效治理“园区围城”“钢铁围城”，积
极推动资源节约高效利用，“十三五”
期间万元GDP能耗累计下降22.0%。
重点企业节能降耗和清洁生产成效突
出，天铁炼焦化工有限公司通过“干法
熄焦”改造每年减少135吨二氧化硫、
155吨粉尘等有害气体排放，节约1.9
万吨焦炭、50万吨中水，并可提供1.23
亿度电，创建天钢、金桥焊材、精达里

亚3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和11家市级绿
色工厂。公交运营全部用上新能源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能够
满足54条运营线路959部新能源公交
车的充电需求。建成天然气高中压调
压站35座、主干管道505.6公里，关停
改造燃煤锅炉供热站4
座，燃气供热锅炉
低氮改造14台，
到 2022 年 10
月清洁能
源集中供
热可实现
100%。

全 面
启 动 146
平方公里
绿色生态
屏障建设。
截至 2021 年
底，东丽区新造
林1.61万亩，一级管
控区森林覆盖率26.4%，
蓝绿空间占比76%，建设高标准农田7900
亩，修建各级游览路29公里，1.56平方公
里古海岸湿地绿廊对外开放。组织实施
自然艺苑区、丽湖带状公园等一批生态建
设项目，总面积1.6万亩的东丽湖、新立、东
丽郊野公园建成对外开放。“一廊两芯两环
六片区”生态空间格局初见成效，天蓝、水
丰、绿茂、林田相依的生态画卷徐徐展开。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顺利收官，全面
建成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区，现代
都市型农业蓬勃发展。胡张庄乡村振
兴示范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现有路
网、水网等基础设施加快提升改造，
“蔬菜+葡萄”套种高效种植模式被推
广，利用周边稻田与草莓园建造的四
季精品采摘休闲游线路初步形成。欢
坨以西红柿产业为龙头，在做大做强
传统优势农品的基础上，引入电商网
购、观光体验、托管认养等多种发展模
式，打通一二三产业脉络，实现产业升
级的同时，带动居民收入“节节高”。

在生态建设中重彩 筑牢绿色发展底色

城市品质是一座城
市品位和发展质量的综

合体现。在五年奋进之路
上，东丽区高质量做好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城市格局更加优化，城
市功能更趋完善，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让近者悦远者来。

做好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首要任
务。东丽区发挥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
的战略引领作用，高质量完成“十四五”
规划纲要及16项专项规划编制工作，高
标准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时，全
面融入“津城”，开展环内地区统筹开发
规划和城市设计研究，重点片区开发建
设基础性工作全面展开；积极链接“滨
城”，与滨海新区签订战略框架协议，深
入推动规划、产业、政策、配套、社会事业
和生态六大方面协同联动发展。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基础。东丽区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为高质量发展“强筋壮骨”。五
年来，修建城市道路60条45公里，总里
程达到357公里；新增公交首末站11
座，新辟优化公交线路80条，新建停车
场19座，1100余个机关事业单位停车
泊位分时段向社会开放创全市先河，缓

解了停车压力，提升道路通行效能。完
成雨污分流改造1.3平方公里、污水管
网建设50公里，新建提升4座污水处理
厂，建成区26%的面积达到海绵城市建
设标准。电力“1001工程”全部竣工，重
点区域5G网络实现全覆盖。

城市管理展示着城市发展软实力。
东丽区在城市管理上下足绣花功夫，城
市治理体系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成功创
建国家卫生区。智慧城管建设成效初
显，建成数字化城管平台，实现数字城管
系统与公安技防网、秸秆焚烧高空视频
监控、智慧党建引领智慧社会建设信息
系统对接。建立城市管理督查机制，积
极打造“洁、净、绿、序、美”市容环境面
貌，区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和11座垃圾
转运站建成投用，建筑垃圾实现源头、运
输、处置全过程监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取得实效，城乡环境卫生持续改善。大
力开展绿化美化提升专项行动，园林绿
化品质不断提高。截至目前，建成区绿
化覆盖面积3907.59公顷，绿化覆盖率
42.62%；绿地面积3720.1公顷，绿地率
40.57%；公园绿地面积1264.6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4.94平方米，处于全市领
先水平，荣获绿化先进区称号。

在改善环境中奋起 实现城市品质跃升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在五
年奋进之路上，东丽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千方百计做好保障和改
善民生工作，兜住民生底线，办好民生实
事，着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年来，东丽区实施完成100大项
253小项民心工程。聚焦住有所居，8.8万
群众喜迁新居，提升改造282万平方米老
旧小区及远年住房，实施华明、金钟、军粮
城、万新4个街道89个小区迁房住用安全
维修，完成历史遗留还迁房登记办证7.5
万套，新立、军粮城等新市镇引进品牌物
业服务。聚焦劳有所得，新增就业10万
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4.4万元、年
均增长6.3%，连续高于经济增速。聚焦

老有所养，新建养老机构7家、日间照料
中心19家，建成老人家食堂111家，开展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居家养老基础进
一步夯实。聚焦学有所教，投入使用11
所中小学校、14所幼儿园，新增学位1.7万
个，组建百中华新学校等5个教育集团，
高质量完成第三轮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
标准建设任务，成为全市唯一全国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结果应用实验区。聚焦病有
所医，东丽医院晋升为三级综合医院，改
建中医医院东丽湖院区，新建改造4家卫
生服务中心和14家卫生服务站，家庭医
生有效签约17.5万人，重点人群签约率超
过70%。聚焦弱有所扶，健全社会保障救
助体系，建立重点人群定期走访关怀机

制，形成入户走访、问题处置、帮扶救助3
大工作闭环，切实做好“一老一小”等特殊
关爱群体生活保障工作。深入开展东西
部协作，实施帮扶项目311个，落实消费
扶贫5.2亿元，引导22家企业落户投资，4
个受援县全部脱贫摘帽，脱贫攻坚战各项
任务圆满完成。

同时，东丽区把推进基层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长远之计、固本之
策，建立“巡办分离”“吹哨报到”等工作机
制，实现基层治理全域覆盖一张网，
“12345”便民服务热线考评成绩保持全市
前列，打造“海颂约吧”“詹西小陪伴”等特
色鲜明的基层治理品牌，初步构建“党建
为引领、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
支撑、多元化参与”的“一引四化”基层治
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在基层治理的创新实
践中感知公共服务效能和温度。

在民生实事中用心 推动幸福指数升档

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在五年奋进
之路上，东丽区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
建设总要求，赓续红色血脉，锻造优良党
风，以高质量党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
政治保障。

东丽区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
部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开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等重大庆祝活动，迅速全面开展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
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统筹干部“选
用管育”，进一步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出台

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系列举措，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活力持续激发。圆满完成社区、集
体经济组织集中换届，基层战斗堡垒筑得
更牢。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合作共事，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
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
和谐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壮大。
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持之以恒纠治“四
风”，大力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
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违法案件，反腐败斗
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经过五年
的锐意进取、负重攀爬，东丽区克服了难以

想象的重重困难，干成了一批挑战很多但
又必须要干的大事，解决了一批难度很大
但又不得不解决的问题，迎来了拨云见日、
柳暗花明的光明前景，正以崭新的姿态昂
首挺胸、阔步向前！

东丽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勇立潮头、勇攀
高峰、勇争一流，着力构筑创新创业高地、
新兴消费高地、绿色生态高地、品质生活高
地、人才汇聚高地，全面建设科创绿谷、都
市新区，为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作出东丽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市
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党建引领中发力 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 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

■■ 天津欢乐谷主题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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