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坨里人的拼劲

东庄坨是“边界行”记者沿东线

走访的第二个乡村，头一个是李自

沽。天津市社区乡村评星定级，五

星是塔尖，2021年评星，东庄坨五

星摘一星，以微弱差距落在了这个

10多公里外兄弟村的后头。“差了

0.05分。”话说起来云淡风轻，可藏

不住遗憾，“一肩挑”张跃武心里憋

着一股劲，“今年还没评呢。”

东庄坨的整洁远近闻名，可村

小，经济实力较人弱点。坨里人不

服气，一心赶上去。这股拼劲十分

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美丽乡村”

创建等事关亿万农民“中国梦”的工

程相继启动，党的十九大又作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重大决策部署。乡

村振兴答卷，天津奋力书写，好工程

接二连三，乡村颜值不断提升，改变

的不只面子，更有里子。村看村，村

比村，激发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

力，激荡起村民奔好日子心气。如

今，赶超比拼的秉性已不再是单个

村庄的个性，而是越来越具有普遍

性。的确，谁不盼家乡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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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雅丽

驱车从市区出发，奔太阳升起方向。南
依渤海湾，北临河北省，天津最东端轮廓如
同小荷才露的尖尖角。此行目的地，就位于
荷苞“才露”处——宁河区、滨海新区与河北
省唐山市相依地带的杨家泊镇东庄坨村。
出高速，一马平川，远处风电设备和近

处虾塘一路相伴。经村头疫情防控卡口，沿
金叶槐小路向前，再过一座桥，导航定位的
东庄坨村党群服务中心就到了。
铁门虚掩，房间空空，人呢？
5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跃

武接信儿找过来，“这地儿腾空，改建日间照
料中心和老年活动室，我们搬了家。”新“家”
位于村东南，没围墙，水泥广场像水洗过一
样，L形花园花果飘香。推门而入，便民服务
大厅、农家书屋、党员活动室宽敞明亮，“大
水坑，原先是大水坑，我们自己垫的，完了才
建的，花园也是我们一点点拾掇、种的。”
一点点干，一点点建，久久为功，“美丽”

接力，近年来，东庄坨村发展脚步步步高。
绕村步行，朱瓦黄墙，小园篱笆，低空燕

翩跹，村抱绿苇浅水，一派清新画面。村口，
虾塘边碰上村民周长春，一篓下去，食指长
的对虾争相跳出水面，“虾苗本镇有，唐山黑
沿子镇也多，都不远。水质好，苗好，料定今
秋上市个头小不了。”
村南到村北，几排房，几步路，几句话工

夫一来回。小村，心性却高，铆劲争上游，南
美白对虾养殖、蔬菜大棚产业风生水起，风
力发电项目在建。2021年，村党支部荣获
市、区两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村里连续
荣获天津市2020年度“五星村”，滨海新区
2018—2020年度“文明村镇”、2020年度“健
康村”等荣誉。村民流转了土地，连续超10
年享分红，60岁以上拿养老补助，小学生还
享乘车补贴，可大伙儿骄傲的并不是这些拿
到手的。坨里常住人口300多人，随便拉一
位拉呱，保准听到“我们村里外都干净”的
“炫耀”。

没发“预告”，临时敲开74岁李振英老人

家门，这是个四世同堂大家庭，地方很大，卫
生能保持？令人惊奇的是，就连桌上一排玩
偶的衣衫竟也一尘不染。院里吊着两挂大
蒜，晌午备下韭菜虾仁饺子，等着儿孙回来
吃饭，勤快的老人笑呵呵说道家长里短：儿
子跑运输，媳妇和大孙子也都上班挣钱。每
年全家还享分红1万多元，自己另拿700元养
老补助，小孙子上中学，重外孙女上幼儿园，
“有钱有闲”，“平日干啥，可不就拾掇呗！”

张跃武说，坨里100多户几乎家家都很
干净。
原先可不是这样，“外头搭小棚鸡窝的

比比皆是，挺脏挺乱。”张跃武当了12年村
干部，最早空有热血使不上劲，“拆谁家鸡窝
谁干？”
2013年2月，全国启动“美丽乡村”创建，

“我们村成为当时汉沽试点村之一。”“试点”成
为转折点。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做工作，
党员干部带头拆自家的，私搭乱建没了，乡村
面貌提速改观。再后来，河道沟塘疏浚、污水
管网改造、水冲厕所入户……乘上“乡村振
兴”列车，张跃武感觉工作越来越顺，坨里人
终于过上做梦都盼的“24小时自来水、燃气入

户、垃圾入桶、污水有家”的日子。
乡村变化唤回一批在外闯荡的游子、能

人,他们对家乡变化感触最深。50岁的张希
刚回村承包起虾塘，“就连塘边的泄水垄沟，
环卫工都下去捡下去抠。不光环卫工认真，
环境好，疾病少，心情舒畅，大伙儿都懂这个
理儿，素养提升，越来越自律。”
人改变环境，环境影响人。在东庄坨，干

净成了习惯，成为瘾，村民觉得乱丢个烟头都
抬不起头。
61岁的杨云胜在外打拼10多年，现在是

大棚主要承包户。他在城区待久了，反倒爱
回村里了，“多舒畅多自由，哪儿都干净，哪儿
都能坐一块儿，唠到一块儿去。”
追赶乡村振兴时代潮流，23岁的吕浩大

学毕业后考上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现任村
支部委员。尽管踌躇满志，可城里小伙进村
前依旧心里没底，“工作好开展吗？说的话人
们能信能跟吗？”一年多后，他喜出望外，“党
组织带头干事创业，环境变化，人们瞧在眼
里，乐意学习，主动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
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乡村已不是那座

乡村。

滨海新区杨家泊镇 东庄坨村

东庄坨的骄傲

�周长春（右）展示对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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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日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相关
单位组织召开全市航空航天产业链专题撮合对接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前5个月，我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工业产值（收
入）实现57.9亿元，同比增长15.4%；完成投资7.5亿元，同比
增长33.3%。

航空航天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防现代化
和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进入“十四五”以来，天津瞄准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定位，将航空航天产业作为构建
“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全力以赴推进产
业发展提质增效，有效保障了嫦娥探月、载人航天、天宫空间
站核心舱、实验舱等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和武器装备重点型
号科研生产任务。

为了更好地维护航空航天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效推
动产业链平稳较快增长，我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工作专班分
别围绕飞机、无人机、运载火箭等领域举办了10多次不同主
题的对接会，撮合成功了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能力提升项
目、爱思达总部基地、鑫隆机场专用设备研发生产基地等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并为链上企业做好疫情防控和链式复工
复产统筹施策，精准发力，帮助企业办理运输通行证、争取
智能制造专项资金及时拨付到位。“此次对接会一方面是为
此前开工建设的八三五七研究所高端装备及先进制造产业
园项目做好服务保障，另一方面是为航空航天小微企业提
供供需对接渠道。”出席对接会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航空航
天产业处处长胡关勃介绍。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日前，市商务局印发《天津市推
动会展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提出引进和培
育10个以上具有国际和全国影响力的品牌会展项目、进一
步扩大世界智能大会等展会影响力、打造1至2个国家级知
名品牌展会项目的发展目标，建设中国北方国际会展中心
城市。

根据《行动方案》，我市将加快会展场馆和配套设施建设，
确保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二期展馆区今年底投入使用。鼓励
各区利用现有闲置资源，对适合举办展会的载体或商业设施
进行提升改造，进一步提高会展场馆承载能力。同时，推进展
馆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及酒店、餐饮、商业零售、商务办公等综
合服务设施建设。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的办展思路，我市将加快推进
世界智能大会、津洽会等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市场化改革，提升
展会整体规模和质量。筹建天津展览集团，承接各类政府主
办展会，提高展会市场化、专业化水平。探索成立天津会展股
权投资基金，重点投资成熟展会项目、展会运作团队和高成长
型企业。

今年前5个月我市航空航天产业链

工业产值同比增15.4%

我市推动会展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出台

打造国家级知名品牌展会项目

（上接第1版）

3年来，天津港集团各条航线效率均稳步
提升，疫情防控期间也未中断运营，体现出天
津港人对港口业自主创新的执着。

港口强不强，关键看集装箱吞吐量。50年
前，我国港口业还没有一个专用集装箱码头。
到20世纪90年代，许多港口仍是以煤炭、矿石、
原油等散杂货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集装
箱吞吐量连上台阶，港口作业量大大增加，客
观上需要更高效的技术、更强的设备和更智慧
的码头信息系统。行业先行者们认识到，港口
的发展趋势是码头大型化、联盟化、自动化，必
须加快技术创新，避免被“卡脖子”。
更大的压力来自人力供需矛盾。以码头岸

桥司机为例，每台桥吊的操控仅靠一个司机很难
完成，至少要2个人轮流操作。由于工作强度大，
这一工种的职业寿命较短，而培养一名成熟司机
至少需要3年。这带来更大的“机器替人”需求。

对传统码头进行技术升级改造，实现全流
程无人自动化作业，是港口业的世界性难题。

天津港有两条路：要么向欧美供应“抄作
业”，好处是上手快，但成本高昂，一旦海外制造
商断货，后果不堪设想；要么穿越“无人区”，打造
技术完全自主可控的码头自动化升级方案。

在天津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褚斌看
来，“只要有海岸线就能建港口，只要肯砸钱就
能买来大型港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
为，“港口业虽然能依靠一定区位优势过活，但
归根到底还得靠自主创新”。

2019年年初，天津港集团大规模研发场地
自动化、平面运输自动化、岸桥自动化、解锁自
动化等一揽子智慧系统，推动“死脑筋”的传统
码头“变聪明”。
“变聪明”的第一步是码头技术工艺布局

的突破，这不只是版本迭代那么简单。
目前国内已建成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主

要技术工艺源自国外，其特征是：码头的轨道
布置方向与海岸线呈垂直布局；外部集装箱卡
车、内部的水平运输设备等都不进入堆场，在
场地的两端进行装卸作业，场地里面只有自动
化的龙门吊作业。

天津港研发的集装箱码头是全新的2.0版
本：从码头的工艺布局看，完全与人工集装箱
码头接近，码头堆场的布置形式与海岸线平
行；外部集装箱卡车、内部水平运输设备均采
用水平运输方式。这种工艺简称为“堆场平行
岸线布置+边装卸”布置模式。
自动化码头2.0版本的工艺好在哪？天津港

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杨荣介
绍，每次从船上卸一个集装箱运离码头，传统自动
化码头平均需要吊装6次：把集装箱吊装到岸桥
平台解锁，再从平台吊装到自动导引小车上，小车
运输到堆场端头，再由轨道桥在堆场多次吊装接

力。而自动化码头2.0可由岸桥直接将集装箱吊
到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上，机器人与外部集装箱
卡车均可直接开进堆场，场桥只需2次吊装即可
完成相关作业，一共仅需3个吊装动作。

从“6到3”的进步，让智慧码头保证效率的
同时，并节能25%。

站在6层楼高的天津港集装箱公司自动化
操控中心，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建指着远处一排
蓝色岸桥说：“1980年公司刚成立时，天津港的
集装箱年吞吐量仅1.6万箱，相当于现在自动化
码头一天的吞吐量。自动化升级后，码头整体
作业效率提升近20%，单箱能耗下降20%，减少
人工60%以上，综合运营成本下降10%。”
“变聪明”的港口大大降低了场、岸桥司机

的作业难度。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操作部最近新组建了业内罕见的彩虹司机
班组，11名操控司机均是女性，平均年龄34岁。
“过去，不论刮风下雨，司机都要穿着笨重

的工作服，爬到40多米高的场桥驾驶室24小时
作业。如今，经过自动化改造的场桥实现远程
智能操控，司机可以像白领一样坐在办公区，
在电脑上操作，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彩虹司机
班成员冯旭说。
全新的码头，需要综合运用5G、云计算、物联

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调度、智能操作、智
慧交通等在内的集成系统。怎么办？天津港又
在北疆港区C段启动了“智慧零碳”码头建设。
2020年开始，天津港牵手华为共同开发C段智能

化集装箱码头的水平运输系统，又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团队合作，利用北斗导航开发自动化码头的
新一代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ART）。
“那时新公司的办公楼尚未建成，联合攻

关团队的年轻人，经常通宵在临时搭建的集装
箱房子里做论证和测试，累了大家就席地而
睡。”杨荣说。

经过21个月的努力，攻关团队相继攻克了
13项世界性的技术难题，形成76项发明创新。
2021年10月，北疆港区C段正式投产运营。今
年前5个月，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每个月吞
吐量的增幅都在20%以上。

这个智慧码头厉害在哪？它是全球首个
实现车路协同超L4级无人驾驶在港口规模化
商用落地的码头，拥有全球首创自主研发的
“智能水平运输系统”、全球首创“单小车岸桥+
地面解锁站+水平堆场”的自动化码头工艺，而
且这些应用的核心关键技术全部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从造价看，传统自动化桥吊每台重约
2500吨，北疆港区C段的桥吊只有约1400吨，
再不需要像传统自动化码头那样埋磁钉导航，
码头的整体造价成本大幅降低。

在天津港，“创新”成为各个子公司共同的
关注点：

天津港远航国际矿石码头有限公司，全力
攻关散货码头智能化改造新技术，一期项目计
划今年9月底改造完成，作业线平均效率有望
提升10%以上；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自动驾驶示范
区二期启动运行，目前6台自动化岸桥、8台自动化
场桥改造完成，建起了数字化的集中控制中心。

转型：港区变得更绿色

沿着天津港北支航道一路前行，数不清的彩
色岸桥、闪亮的光伏发电板和雪白的“大风车”在
碧海蓝天映衬下格外美丽。

寻常码头难见的风力发电叶片为何在这里
出现？这要从港口业能耗的特性说起。

拥有大型机械设备、接纳众多货轮和车辆往
来穿行的港口，是环保和能耗的焦点区域。2021
年年初，天津港集团开始“两条腿”走路，从陆地和
海岸两侧落实“双碳”目标，一边强调对新建码头、
岸电设备、空调设备的碳排放要求，一边对存量码
头和港区的环保改造升级进行“一盘棋”考虑。
2021年年底，随着2台风机叶片缓缓启动，全球

首个“零碳码头”——天津港北疆C段码头的智慧绿
色能源系统开始并网发电，通过风电、光伏发出的绿
色能源，源源不断地供给着办公和码头生产。

目前，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实现100%
使用绿色电能、“绿电”100%自产自足，码头能耗
较传统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下降17%，实现在能源
生产和消耗两侧的二氧化碳零排放。

比起作为“增量”的绿色码头，让存量码头和
港区“变绿”更可贵。
天津港是“北煤南运”的重要港口，南疆港区主

要有煤码头和矿石码头公司。车行驶在天津港南
疆港区，路面干净平整，两侧绿草如茵，见不到散货
码头常有的大货车、矿渣和粉尘。
“过去，这里是白汽车开进来，黑汽车开出

去，员工上班从不敢穿浅色衣服。”天津港远航矿
石码头公司技术部经理张有旺说。

带来这些粉尘的“元凶”是汽运煤。一辆辆
运载煤和矿石的重型卡车穿梭于港区和内陆之
间，给沿途各地带来粉尘污染，引发的交通拥堵
和安全问题更是令人揪心。

改变的难点在于汽运煤带来的收益毕竟不
少：散货码头靠汽运煤可以轻松做大规模，迅速提
升企业效益。砍掉汽运煤、增加环保投入，不但要
舍掉短期利益，还要“倒贴钱”，这么做值得吗？
“我们不能因为汽运煤的利益牺牲整个港区

的绿色发展大局，天津港要担起京津冀‘蓝天保
卫战’的环保责任。”褚斌说。

2017年开始，天津港下决心关停汽运煤。煤
码头公司先投入1亿多元完成翻车机地坑喷淋系
统、沿线皮带配重区域封闭、完善传送带喷淋设
施等环保改造，后又追加投资9000余万元建成防
风网工程，让装卸过程中产生的烟尘无处逃逸。

天津港煤码头公司副总经理关坤说，2017年
4月，公司率先在全国港口中全面叫停汽车运煤，
推进大宗散货由公路运输转为铁路运输，由散货
运输转为集装箱运输。
关坤算过账：通过“公转铁”“散改集”运输方式

转型，天津港每年减少柴油车运输200万次以上，
调整运输结构之后的物流成本也有明显下降。

记者在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的S26泊位看

到，岸边的桥式抓斗卸船机正用巨型抓手快速将
货船上的矿石卸到皮带机上，长长的皮带将矿石
送到堆场。在堆场经过海关部门检验后，矿石就
可以运出港区了。

过去，卡车运输矿石，粉尘污染较大。如今，
通过连运设备，把矿石卸载到火车车厢里就像水
车抽水一样方便。站在30多米高的装车楼下仰
视，堆取料机先将矿石“卷”到皮带设备上，再由皮
带设备一路封闭传输到装车楼，矿石从装车楼投
放到火车车厢里运走，整个过程实现了“运矿不见
矿”，全封闭式的装卸方式避免了粉尘扩散。

天津港远航矿石码头公司副总经理王志鹏
说：“矿石码头还设置了固定雾炮塔，需要时可进
行全覆盖式的洒水抑尘。目前，公司共购置移动
式射雾车、洒水车、吸扫车、清扫机械等30余台，
负责全天候全区域洒水抑尘和清扫保洁。”

为保证这些新购置的环保设备精准运转，天
津港还在全港安装国内港口首个生态环境大气智
能监测平台，建设174个监测点，实现24小时全程
动态预警监控。

彻底砍掉汽运煤之后，在天津港每年超亿吨
的进口矿石中，铁矿石铁路运输比例达65%，位于
全国港口前列。截至2022年，天津港煤码头公
司、远航矿石码头公司均获得绿色港口四星级评
价，南疆港区的路面更整洁、草木更茂密，附近居
民的笑脸更多了。

港区陆地一侧的绿色运输变化令人欣喜，海
岸一侧的污染如何治理？

船舶停靠码头，通常要船机供给船上用电，即
便使用低硫油，全港口的船算下来，污染仍不小。
如何解决？岸电，是天津港集团给出的解决方案。
目前，天津港自有港作船舶以及具有受电能力的来
港作业船舶，靠港期间岸电使用率达100%。

针对南、北疆港区内含油污水、船舶洗舱水和
生活污水的处理，天津港建成污水处理厂，设计处
理能力合计每天5800吨。
“南、北疆污水处理厂排口均安装有在线监测

设备，与生态环境局联网。集团还落实湾长责任
制，做好入海排污口规范化管理及海岸线周边清
理整治，直排海污染源100%达标。”天津港集团安
全环保部副总经理范景民说。

如今的天津港“一港六区”水清滩净，鱼鸥翔
集，如渤海湾的一颗颗“生态明珠”熠熠生辉。

协同：“一亩三分地”变成国际枢纽

如果说“变聪明”和“变绿”是天津港人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体现，那么在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背景下，天津港又如何抓住机遇、谋局落子？

思想的转变，在竞争激烈的港口业并不容
易。曾几何时，不论是环渤海沿岸，还是长三角沿
岸和珠三角沿岸，都或多或少出现过因业务同质
化引发的码头间乃至港城间的无序竞争。
“我凭什么不能做这个湾区港口的老大？”“既

然有岸线的地方都能建港口，凭什么走他那里？”
这些现象的实质，是对自身定位不明晰。

（下转第4版）

天津港四变

日前，天津港集装箱码头3艘集装箱货轮正依次停靠岸边。随着对讲机里一声令下，3

艘货轮同步开始自动化作业，一辆辆无人集卡鱼贯驶来，自动化岸桥精准对位将集装箱平稳

放置在无人集卡之上……整个作业流程衔接紧密、一气呵成。以此为标志，全球首创传统集

装箱码头自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在天津港全面竣工。

本报记者 万红 胡萌伟 吴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