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雅丽

盛夏。一早，驱车驶入天津最南端的
滨海新区太平镇。一条不知名的乡间小
路上，树密枝繁，绿荫翳翳。曲径通幽处，
羊群倏地闯入视野，继而贴着放慢速度的
采访车悠闲而过，“好一幅晨牧图！”一路
寂静鲜见人影，车里顿时兴奋起来，我们
开始联想此行目的地窦庄子村的模样，
“遍地是牛羊？”

羊有，牛更有，不过到了窦庄子村，发
现它们过着另一种生活。
“我刚来就去了村南牛场，很震撼，

咱去看看？”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
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处级干部
杨玉刚，去年 9月底成为窦庄子驻村第
一书记。听他“打广告”，记者马不停蹄
奔过去。

连通津冀的工农大道穿村而过正施
工，驾车慢行，两旁是黄绿交织的田野，小
麦刚进仓，剩玉米蹿个儿，还有村中“租
户”——风力发电“大风车”和大港油田油
井“在岗”。拐过一道弯，遇见一条河，南岸
林深叶茂，北岸芦苇连绵，平静的水面上划
来一叶小船，丰富了这幅诗意画卷。“水
鸟！水鸟！”朝记者手指的方向望去，杨玉
刚波澜不惊，“那是野鸭子，环境好了，鸟多
了，初秋更是一群群的，蔚为壮观。”
“‘南河’叫沧浪渠，村北还有条北排

水河。两河并行，中间正好是窦庄子
村。”杨玉刚说。两条跨省河自西而来，
源头不同，时有曲折，却昼夜不息，奔腾
向前，东入渤海。“两河夹一村，大伙儿说
‘跟抬轿似的’。”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窦庄子村也

如乘轿人一样，起起落落。村里老人讲，上
世纪90年代初，村办产业红红红火，车具厂、
轧钢厂、造纸厂……大大小小的厂接连而
起，村里劳动力不够用，十里八乡的人都到
这里务工，当时窦庄子村这台“轿”不知吸引
了多少外村待嫁的姑娘。可后来一段时间，
“单干”潮盛行，厂子承包出去，承包人不争
气，个个黄了，庄里人心也凉了。多少年了，
大伙儿憋着一股气。

沧浪渠再往南，津冀田与田交错，地与
地相连，这边地是窦庄子村的，那边地就是
黄骅市的周青庄、官地、下堡等村子的。凭
借“天然便利”，两边庄稼人下地工夫就把
媒说了，如今的窦庄子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河北省亲戚。

津冀交界处窦庄子村侧矗立着一处牌
坊，上书：津门第一村。

口气不小，村干部却解释得低调：叫第
一村，可能指外省人从这边进津第一个遇到
的村——窦庄子村又称“津门南驿”。

仅方位原因？村民窦忠广可不这样想，
“一进村，抬头就这几字，多骄傲，多提气！”

“第一村”似乎在释放村民憋的那股气，
又像是在打气，预示着村庄新的启程。

继续东行，转眼到了牛场。这里是天津
中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峰说，公
司是伊利集团控股子公司中地牧业旗下全
国8个牧场之一，奶牛存栏6500多头。

登上办公楼，透过巨大玻璃墙朝外看，
80头奶牛享受喷淋后排队进入自动化挤奶
转盘，入口处只一名工人。炎炎夏日，牛儿
们像吹着空调，头上风机呼呼转，脚下转盘
慢慢转，七八分钟一圈，一圈转完，80头牛
也“下班”了。

王峰说，公司与村庄共发展，每年通过支

付土地流转费、收购玉米青贮等促进当地增收
约1700余万元。目前在公司稳定就业的窦庄
子村民约100人，人均年收入超5万元。
“我们上班，除了工资，过生日还有礼

品，那种受重视感觉和在外打零工很不一
样。”窦忠广就在这儿工作。身为党员，他
也时常参加村里会议，“村‘两委’每天考虑
的就是老百姓怎么能富起来，比如像村里
到牛场的路，绿化做得特别好，他们这样做
就是想把企业维护好，为的是村民能上好
班，挣到钱！”
“他们”，不仅包括市里来的第一书记，去

年春，从村中走出去的滨海新区处级干部窦
书强也被派回来反哺家乡当起“当家人”。今
日的窦庄子村已引进企业约30家，农牧渔和
工业并进，90%的农用地流转，连续12年为村
民分红。村里大道通连，墙面彩绘，路灯高
耸，楼房平房高低错落，喷泉广场、健身广场、
篮球场、足球场一应俱全，还有幼儿园、小学、
中学、银行和旅馆。可村“两委”并不满足，“我
们有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地上跑的，为什么
不叫外头人来看看呢？”眼下，他们以村西南
的窦庄子通用机场为基础，正推动文旅融合
的“酷飞小镇”建设。

机场是村庄另一张名片。据介绍，这处
10年多前创建的民营机场现已是全国最大
跳伞基地，开展航空旅游、高空跳伞、飞行员
培训等业务。“我们2017年开始拓展跳伞业
务，最忙那几年一天最多迎客130多人。”后
勤保障部经理窦焕儒说，机场还是周边青少
年“飞行梦”起航的地方，定期为学生开展免
费空中体验项目。

步入机场，闯入眼帘的是无边草坪和一
汪碧波，风吹草低，一匹小马远远站定，凝视
着什么。“没硬化跑道？”“在远处，有直升机

停机坪和600多米长的跑道，但硬化区域不
大。”机场机务人员窦如利解释，“我们主要飞
直升机和‘固定翼’，很多机型对跑道硬化程
度要求不高，平坦就能飞。”

按“酷飞小镇”规划，未来，游客不仅能在
村里垂钓、机场跳伞，还能坐飞机去外村采
摘，带动周边共同致富。
“老百姓看到钱了，村庄更美了，感觉近

几年一年更比一年好。”在村里土生土长的
窦如利自打机场开建就来到这儿，看着机场
壮大，看着村庄变化，他说，“人们又觉得有
劲了！”

采访车驶离窦庄子村时，村口影壁上两
字更为醒目：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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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抬轿”

记者手记

在窦庄子村采访，总觉得时间不

够用，看不够，听不够。

村庄非常大，辖区面积1700多公

顷，村民8500多人。但让记者感触最

深的不是这可量化的数据，而是一股

子生气——原先“土里刨食”的村民，

如今心很大，劲头很足。

53岁的窦如利拿下了十分难考

的机务方面专业资格证书，上班“修飞

机”，下班种庄稼。33岁的窦忠广现

任牛场犊牛管理部副经理，自考大专

在读，还计划“接本科”。他们都是普

通村民，他们又有点不一样，身处的环

境变了，追求也就变了。

当人们四处打零工时，想的是“怎

么养活一家老小”；当上游工厂污水

“染黑”了沧浪渠，谁会琢磨旅游？变

化发生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居环境

整治、美丽乡村建设、“一肩挑”推开……乡

村振兴大潮下，村民盼回了“鱼翔浅

底”，摸到了致富门路。村美了，兜鼓

了，梦就变得不一样。最是变化提振

人的精神。

最是变化提振精神

滨海新区太平镇 窦庄子村

窦庄机场。

随着复工复产持续推进，6
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
数（PMI）回升至50.2%，重返扩
张区间。

面对当前不少挑战，许多
企业坚持变中寻机、难中求
进，研发创新、保链稳链、获助
解困……成为一线企业发展
的关键词。

加强研发，强化产品竞争力

时至盛夏，浙江金澳兰机
床有限公司的研发车间里，研
发团队正抓紧调试新的链条
生产机床，产品预计8月部署
投产，有望把传统机床冲压频
率由每分钟130次提升至380
次。公司董事长吕时广说，新
产品是专门针对下游企业的
新需求定向研发的，有望帮助
企业提升产能、抢占市场。

面对客户智能化改造意
愿不强、机器人购买需求减弱
等市场变化，重庆华数机器人
有限公司正加紧为大型工业
企业开发定制化机器人，为特
殊应用场景及工艺提供针对
性解决方案；同时着力提升产
品易用性，开展运维人才培训
等，拓展业务增长点。

面对出口市场的挑战，惠
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不断改
进产品设计，推出了一批引领
潮流、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为
客户提供定制式产品和服务，
今年一季度出口额2.43亿元，
同比增长22%。

当前，行业发展已出现积极变化。“工业企业复工达产加快
推进，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4月份为
下降2.9%，增速回升明显。服务业生产逐渐恢复，物流保通保
畅成效日益显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

保链稳链，应对外部压力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同比增幅分别达
255.12%和204.51%——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出
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稳链“答卷”。

今年以来，我国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一度面临挑战。“锂电核
心原材料的涨价和车规级芯片的短缺不断向产业链各环节传
导，给汽车行业带来不小压力。”小康集团首席技术官许林说。

稳住汽车产业发展，最关键的就是稳产业链、提高效率。
许林介绍，公司前期对关键零部件进行了储备，实时调整排产
计划，优化物流体系，旗下赛力斯汽车在川渝地区的配套率超
过40%。“提升本地化配套率有助于稳供应、控成本、提效率。”

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是外贸企业的命脉所在。今年以
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减税降费、畅通物流、加快出口退
税进度、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等举措，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完整和稳定。
“要将保链稳链作为提振工业经济的重中之重。”工信部

部长肖亚庆5月27日在工信部召开的提振工业经济电视电话
会议上表示，将聚焦重点企业、重点行业、重点区域，进一步加
大力度，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运转顺畅。

助企纾困，坚定发展信心

“申请留抵退税后不到一小时退税资金就到账了。”济南
利业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韩保航说，这8.6万元虽不
算多，却实打实地帮助企业缓解了资金周转压力。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
指数为88.4，环比上升0.2点，在连续4个月下降后止跌回升。

今年以来，纾困政策不断推出。我国实施新的组合式税
费支持政策，预计全年退税减税约2.64万亿元。此外，加大金
融支持、物流保通保畅、推动企业复工达产等政策，着力帮扶
市场主体应对挑战。
“上半年，公司得到了留抵退税、社保缓缴等一系列政策

支持。针对订单量下滑等问题，政府部门还积极‘牵线搭桥’，
组织我们和多家企业对接业务，我们成功拿到一批订单。”重
庆华数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亮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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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从中国科协获悉，为培
养青少年科学兴趣、实践能力和低碳节约生活习惯，助推“双
减”工作，中国科协、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中
央文明办和共青团中央日前联合组织开展2022年青少年科
学调查体验活动。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活动主要面向小学高年级及初中阶
段学生，组织学生围绕能源资源、生态环境、安全健康相关的
17个活动主题，发现身边的科学问题、动手实践、体验探究。

今年活动将重点围绕“低碳生活”“节约粮食”主题，具体
内容包括开展小组学习，了解相关知识和研究方法；在学校、
家庭、校外开展科学调查实践活动，完成调查实践报告；在班
级、年级或学校交流活动成果；通过活动网站提交调查实践报
告等。活动将于2023年1月公布年度优秀调查活动小组、教
师、学校和组织机构名单。

开启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之旅

围绕“低碳生活”“节约粮食”开展学习实践活动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78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701043105 15 09

全国投注总额：366650644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注
69注

1273注
71165注

1337065注
15321283注

7387658元
25952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91903756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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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70879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00注
898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上接第1版）

十年来，北京“壮士断腕”“刀刃向
内”，“瘦身健体”“提质升级”，累计退出一
般制造和污染企业约3000家，疏解提升
区域性专业市场和物流中心近1000个；
拆除违法建设超3亿平方米，城乡建设用
地减量110平方公里。“十三五”期间，实
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的
目标。减量发展成为首都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特征。

经过整治，“燕京小八景”之一的“银
锭观山”美景重现；首钢园从工业遗址变
身奥运园区和科幻产业园区，成为首都高
质量发展新地标和网红打卡地。

减量发展是长久之计，正以提升首
都功能、人居环境、城市品质为目标持续
推进。

以高质量的“增量”提升高

质量发展水平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宏达南路，记
者通过应用软件呼叫自动驾驶车辆，3分钟
后，一辆轿车驶来停靠在路边。等候交通
信号灯、超车、并线，车辆全程自动行驶。

依托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
北京2021年设立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车
政策先行区，已进行了无人配送车上路、
高速公路测试、无人化测试，目前累计安
全测试里程接近300万公里。

近年来，北京通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两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建设、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新需求、推
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形成叠加效应，高质量
的“增量”持续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北京“十三五”时期规划建设的29个
科学设施平台已全部落地，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从 2012 年的 0.33 万家增至
2021年的2.76万家，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建设正加快建设。

2015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0年，肩负起建
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由
贸易试验区的重任；2015年至2020年，实
际利用外资总规模约960亿美元，占北京
改革开放以来总量的50%，改革开放向纵
深推进。

“从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北京经济
发展驱动力加速变化。”清华大学教授陈劲
说。数字是最好的佐证，北京日增科技企业
数量从 2015年的 110家增至 2021年的 270
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从2012年的0.33万
家增至2021年的2.76万家。

从支持国际品牌全球旗舰店或全新概
念店落地，到持续推动王府井、方庄等重点
商圈改造升级，再到推动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等标志性大项目开张，“北京消费”全球吸引
力不断提升。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框架有序拉开：
每年保持千亿元以上投资强度；中国人民
大学东校区、人大附中、北京小学等优质教
育资源持续导入；北京友谊医院、东直门医
院等医疗机构通州院区陆续开诊；东郊森
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园迎客。未
来五年，通州区将高标准建成行政办公区

二期，运河商务区起步区，副中心剧院、图
书馆、博物馆三大公共建筑，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等重大工程，推动城市副中心框
架基本成型。

从深入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
到高水平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再到积极构
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北京努力推动京津冀
地区深度融合，加强与津冀协同联动，携手建
设世界级城市群。8年来，三地累计打通、拓
宽对接路、“瓶颈路”2000多公里；中关村企业
在津冀两地设立分支机构累计9000余家；
2021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
比例达到79.2%，比上年提高9.5个百分点。

努力以“绣花一样精细”的城市

管理提升人民幸福感

“增减”之中推动高质量发展，最终目标

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19年，北京市以群众诉求为“哨”，推

动政府职能部门向基层报到、向一线报到、向
群众报到，形成以12345热线为主渠道，各
区、街道乡镇、社区村和各部门各单位闻诉而
动、接诉即办的为民服务体系。近3年来，北
京接诉即办共受理5199万件民意诉求。

在此基础上，北京从市民反映的问题中
选取高频共性难点，如老楼加装电梯、电动自
行车集中充电等群众“急难愁盼”，形成主动
治理、未诉先办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我们楼里60岁以上老人占到80%以

上，出门看病、接送孩子很不方便，早就盼着
装电梯，如今‘电梯梦’终于实现了。”家住丰
台区建欣苑东区社区的巩建勋说。

仅2022年上半年，北京新开工老楼加装
电梯799部，解决5.7万套住房“房产证办理
难”问题，新建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接口
16.5万个……一件件实事，温暖人心。

与此同时，北京不断推进老城在保护中
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
们记住乡愁。

2013年，北京市启动专项行动治理违法
用地和违法建设；2017年，启动核心区背街
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行动；2021年，新修
订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实施，同
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发展规划》获批，明确了加强历史水系保护与
恢复工作等重点任务。从核心区到城六区，
从城市副中心到平原新城、生态涵养区，在疏
解整治、城市更新中，北京古都的面貌、市民
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

曾经杂院林立的草厂三里河，如今小
桥、流水、廊亭、人家，颇有水乡意境。64
岁的居民丁淑凤说：“老辈儿人说的‘三里
水巷绕前门’的美景回来了，老北京味儿也
回来了。”

草厂地区的变化是北京以“绣花功夫”
盘活存量空间资源的缩影。崇雍大街、白
塔寺宫门口东西岔胡同、八角街道等一批
设计精巧、特点纷呈、群众满意的城市更新
项目建成开放，3000余条背街小巷旧貌换
新颜。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坚
持首善标准，立足首都核心功能，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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