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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记者 周琳 商瑞

面朝渤海，心向远洋。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天津港考察时强调，“经济要发展，国家
要强大，交通特别是海运首先要强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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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总书记对天津港的嘱托，也是
对中国港口行业的期望。

经过7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名
副其实的港口和航运大国，但港口和航
运业大而不强，智能化和低碳化等方面
仍存在短板。当前，整个行业正面临疫
情影响下如何应对航运需求减缓、全球
贸易重心转移背景下如何调整港口运输
服务内容等问题。谁能率先补齐发展短
板、找到突破路径，谁就能在建设海洋强
国中掌握先机。

当我们步入九河下梢的天津港时，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刚交出最新成绩
单：今年前5个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84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2%，创历史新
高。2021年，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跃
上2000万标准箱新台阶。

近年来，随着全球首个技术自主可
控的“智慧零碳”码头、全球首个港口自
动驾驶示范区、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等硬核成果不断涌现，天
津港用一系列创新的“中国方案”令同行瞩目，改变着中国港
口业“低技术、高能耗、脏乱差”的传统印象，也让这个百年老
码头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创新：码头变得更“聪明”

6月7日，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中远海运“双
子座”集装箱轮缓缓靠泊东4泊位。一排电动集装箱卡车，按
照电脑指令在自动化轨道桥下精准对位，通过北斗导航系统
“带路”，按最优线路停靠。远程控制自动化岸桥从集卡上抓
取集装箱，稳稳落在货轮上，整个过程一气呵成，鲜见工作人
员身影。

3年前，就是站在这个码头，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港口
作业和自动化设备运行情况。

总书记如此关心自动化作业，不仅因为它关乎码头的生
产效率和港口效益，更因为它与航线运营的成败息息相关。
“像这样的20万吨级左右的集装箱远洋货船，作业效率

可达每小时170箱，总吞吐量超过5000箱。这条北欧至天津
航线共停靠10个港口，天津港作业效率排名第一。如果作业
效率不高，班期就会延误、航线可能中断甚至取消。”天津港太
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操作部副经理于成说。

（下转第3版）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单行本，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 本报记者 曲晴

6月，天津“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内，湖面水鸟游动，
绿林山花簇拥，蔚蓝的天空下，一片稻田满眼青翠，一条宽
广的绿带蜿蜒升腾，好不壮观！

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是市委、市政府全面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新时代天津生态
文明建设的“代表作”，更是我市坚决整改第一轮中央生态
环保督察指出问题的具体举措。

5年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指出的问题，在绿色生
态屏障区建设中得到全面整改。着眼长远，久久为功，天津
精心铸就的这个生态“金饭碗”，注定要浸润岁月长河，惠泽
子孙后代。

生态治理 恢复绿色基底

6月底，当记者走进西青区王稳庄镇，与当地百姓聊起

这几年的生活环境，“大变样”“翻天覆地”是听到的高频词。
“那些年厂房连成片，什么污染物都往河里排，看着河

水一会儿红、一会儿黄，心里发寒。”提起生态变化，在王稳
庄镇生活了一辈子的宋延祝打开了话匣子。
小镇曾经以“制钉”为傲，但饱受污染困扰多年，全国四

成以上的钉子都产自这里，一时的经济繁荣，也难掩粗放的
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创伤。

2017年，天津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意见为遵循，
大力治理“钢铁围城”“园区围城”。屏障区内全市曾经共有
工业园区65个，逐个“清点”，将效益低下、严重污染环境的
35个工业园区撤销取缔，同时培育壮大智能科技、信创产
业、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和效
益的提升。

借着建设绿色生态屏障的东风，王稳庄镇启动全镇
800多家“散乱污”企业整顿，保留企业全部进入赛达工业
园区。
几年间，冒烟的小作坊，被“金田绿屿”“翠屏泊舟”这些

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项目取代。
“散乱污”治理，并非“一刀切”。
天津市信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坐落于西青区赛达工业

园区内，当记者走进4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时，公司生产
部副总经理颜舟正在忙碌地盘点货物，“托盘、唛头都得检
查仔细。”他指着满满一整柜的钉子说，“最近紧盯的这批订

单货物量达10多吨，要赶在7月前发往欧洲。”
2017年“散乱污”企业整治时，这家制钉企业因符合条件

予以保留，转年从小孙庄村搬进了赛达工业园区。
从此，厂房变得整洁明亮，设备进行提升改造，产品生产

向科技创新转型，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

林水相依 扮靓田园风光

拆迁的土地披上了绿装，污染的河流恢复了清流。
按照“一轴、两廊、两带、三区、多组团”的总体空间布

局，绿色生态屏障区实施了污染治理、植树造林等“十大类
重点工程”。

5年来，栉风沐雨、笃行不怠，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指出的
问题，就是天津生态建设发力的方向。
张成发是王稳庄镇小韩庄村人，曾开过一家制钉小作坊，

效益好时，雇了20多名工人。2017年底，因生产方式落后且
不符合环保标准，他的小作坊在“散乱污”整治中被关停了。
因为有技术，转年他就被信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聘用，对

原材料和加工后的钉尖、钉头进行质量检验。
“刚卸了原料，这车钢丝差不多20吨，我需要对钢丝硬度

把关检查，工作环境可比我以前的小作坊强多了。”张成发告
诉记者，像他这样的本地人，许多都在工业园区里找到了一份
满意的工作。 （下转第4版）

大担当成就大事业，大事业需要大担当。

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

实现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尤需

党员干部锤炼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善于作为的

硬功，在脚踏实地抓落实上当先锋、做表率。

锤炼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善于作为的硬功，

须磨砺担当之心力，提升担当之境界，为长远发展

谋，为群众利益计。唯有秉持一颗舍“小我”为“大

我”的赤子之心，才能义无反顾地将发展重任扛在

肩上。面对目标任务，就要争做担当之表率，坚决

破除坐而论道的不良习气，做敢于斗争、敢于碰硬

的闯将，做以新应新、本领高强的能手……共产党

人的担当，是无私无畏、敢于斗争、冲锋在前的真

担当、铁担当，越是在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时

候，越要锤炼好硬功，做一个“尖兵”去攻城拔寨，

以担当作为擦亮矢志奋斗的精神底色。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在困难面前

逞英雄，是锤炼硬功的必然选择。如同学会滑冰

就一定要到冰面上摔打一样，想要锤炼担当之

能、斗争之勇，就要敢于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

去经受磨砺，只要我们始终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精神状态，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道”，面对责

任不推诿、不甩锅，在机遇面前主动作为、敢为人

先，就一定会在磨砺中不断得到成长。

敢于担当、勇于斗争，最终要落脚到善于作

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锤炼这种硬功，除

了要有战风斗雨的精气神，还要有能力本领做

依托。坚持制造业立市，如何把握产业变革大

势，找准着力点？做好民生工作，如何与群众打

成一片，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创造性地破解难

题？唯有如饥似渴地学习、深入调查研究，切实

增强战略谋划之功、落实执行之功、善事成事之

功、化解风险之功，在实践磨砺中“增益所不

能”，才能从容应对各种考验，不断提高工作水

平和驾驭能力。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蓝图已

经绘就，奋斗正当其时。锤炼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善于作为

的硬功，砥砺时时放心不下、日夜思之虑之的责任心，一级带

着一级干、一年接着一年干，我们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脚步就会

更加稳健有力。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
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全球

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南北发展鸿沟进一步拉大，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促进全球发展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课题。为
此，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将发展置于国际优先议程，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智库媒体高端论坛当

日在北京举行，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承办。

本报讯（记者 米哲）4日上午，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张工赴西青区调研。

张工来到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
详细听取西青区整体情况，开发区及
人工智能产业园相关规划、布局、运行
等汇报。他说，西青区综合优势明显、
产业结构先进、发展后劲十足，主要经
济指标位居前列，为全市发展加了油
添了秤，成绩值得充分肯定。

张工强调，西青区要创造性落实
好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增强在多元目标挑战
中统筹抓好经济工作的能力，不断探
索优化城市功能，有力支撑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要主动瞄准京津
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谋篇布局，更好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落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重要支
点；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持续优化
产业结构，不断提升高端制造、生物医
药、智能网联、文化创意等产业能级，
培育更多“参天大树”；要打好“文旅
牌”，充分利用大运河文化宝贵遗产，
进一步讲好“天津故事”；要全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发展特色小镇，打
造现代型都市农业升级版。

随后，张工来到中芯国际集成电
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
人深入交流，实地察看公司展厅和生
产车间。他说，集成电路产业是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自主创

新能力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领域。张工强调，企业是
经济发展主力军，政府要做好支前，实实在在解决企业后顾
之忧，服务助推企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支持企业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快向优质企业集聚，
使更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发挥重点产业链主
企业的龙头作用，加强串链补链强链，吸引产业链上中下
游、大中小企业加速聚集，形成引才聚才“强磁场”。
副市长朱鹏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降雨频繁，昨天傍晚，我市再次
迎来降雨。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今天雷雨依然“在
线”，今夜我市还将迎来中雨，局部大到暴雨。

昨天傍晚的降雨过程中，截至昨天21时，全市累计平
均降水量为2.0毫米，最大降水量为18.4毫米，出现在西青
区西营门，市区平均降水量为3.3毫米，最大降水量为11毫
米，出现在红桥区洛川里，最大小时降雨量为18.2毫米，出
现在西青区西营门。
受高空槽影响，今天我市迎来降雨天气过程。预计今天

白天，将有分散性阵雨，雨量为3到8毫米，局部可达10到20
毫米；今天傍晚至6日上午，将有15到30毫米的中雨，蓟州
区、宝坻区、武清区、静海区、西青区局部有30到60毫米的大
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和6到8级短时大风，最大
小时降雨量可达30到60毫米，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后半

夜。其中，中心城区平均降雨量预计为15到25毫米。
此次降雨也将影响整个海河流域，预计5日到6日，流域

中东部（滦河中游、北三河、大清河、海河干流、黑龙港运东）有
降雨量15到30毫米的中雨，局部将出现降雨量40到70毫米
的大到暴雨，西部有降雨量5到15毫米的小到中雨。
气象专家提醒，强降雨将导致城市低洼地区、道桥涵洞等

出现积水，农田出现渍涝，建议提前采取排水措施；还需加强
蓟州山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监测，防范强降雨引发的
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强降雨还可能造成河道
流量增加、水库水位上升，需注意加强流域内水库水位监测，
提前做好河道管理和水库调控等工作，防范强降雨产生的不
利影响；此外，针对雷电和短时大风，相关单位需提前做好室
外搭建物加固及户外高空作业的安全防护，并防范大风对船
只航行、港口及海上作业的不利影响。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共同使命与行动价值”

智库媒体高端论坛致贺信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大会暨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习近平讲话单行本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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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福祉人民享
——天津打造绿色生态屏障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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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小香包’成为我们致富的‘金荷包’” 2版

日前，东丽区新立村小学举行“喜迎二十大 争做好少年”主题剪纸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通过传统剪纸创作出

一幅幅主题鲜明的“喜迎二十大”题材作品，展现近年来身边的新变化，以及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对幸福生活的展望。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翟鑫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