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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忠权

走进位于宁河区的天津正信铝模
板有限公司，在4楼挂着一个醒目的
横匾“暖企驿站”，布置得典雅温馨，进
门处摆放有宁河区发展改革委、区工
业和信息化局等部门联合编印的《惠
企政策汇编》《助企纾困政策要点汇
编》等。企业负责人李国志告诉记者：
“这个‘暖企驿站’是宁河区第一个，区
委书记揭牌，自从有了它，有难题政府
部门主动上门帮我们解决，企业特别
受益。”李国志竖起了大拇指，直夸这
个“暖企驿站”设得好，设到了企业的
心坎里。

宁河区有民营市场主体 52665
户，占全区市场主体的98.6%，税收占
比75%。民营经济兴则宁河经济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面对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
交织叠加，民营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我们设立‘暖企驿站’，暖的是
企业的心，惠的是当地的百姓，通过与
企业‘同频共振、相向而行’，亲清有
为、政商双赢理念逐渐成为共同价值
追求。既促进了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也有力地支撑了宁河的区域经济。”宁
河区委书记白凤祥说。

2000万元贷款及时解决了
“暖企驿站”成企业“加油站”

为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难题，宁河
区按照“行业化、集群化、属地化”原
则，因地制宜在企业多点位设立“暖企驿站”，作为区委、区
政府向企业家汇报、为企业家服务、听企业家意见、与企业
家交友、促企业家提升的重要载体。
“2000万元贷款到手了，不仅让企业实现了良性循环，

还帮我们拓展了海外市场，‘暖企驿站’纾困解难很及时！”
天津博瑞特自行车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德成高兴地给记者讲
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博瑞特是宁河区一家以生产自行车和锂电助力车为主

的企业，产品主要销往海外市场。今年年初，一个重要客户
所在国突发事件，企业的运输渠道中断，仓库积压了3万辆
自行车和锂电助力车，约占月产量的一半，价值2000万元
左右。企业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供货商资金无法给付，甚至
发放工资都面临困难，急需一笔资金解困。
在“暖企驿站”，冯德成把融资难题反映后，很快就由区

金融局对接相关银行申请贷款，仅用一周左右时间，2000
万元贷款及时发放到企业手里，解了燃眉之急。

（下转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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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德国总统互致贺电
庆祝中德建交50周年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 10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习近平指出，过去50年来，中德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的精神，持续推进两国关系，努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谱写了携手同行、相互成就的篇章。我高度重视中德关
系发展，愿同施泰因迈尔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

为契机，继往开来，推动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
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施泰因迈尔表示，50年来，德中关系在多领域向深层次
发展，增进了两国交流和两国人民福祉。中国是德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德中经贸合作符合双方利益。祝愿两国间合作继
续蓬勃发展。

■新华社记者 熊争艳 王希 黄垚

2012年—2022年，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
程上，中国人民书写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时代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
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
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项项重点工程、一个个国之重器、一次次创新突
破……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中，不同维度的独特标识记录下
中国的非凡十年。

中国高度

这是对梦想的攀登。
8848.86米！2020年5月27日，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世界

最高峰峰顶。
成功登顶的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队员，与珠峰大本营

连线，实时传播高清视频画面。

5G信号如何抵达世界之巅？
2020年4月，从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出发，40名铺设

组成员肩扛传输光缆，带着46头牦牛组成的运输队，在冰川山
路跋涉，运送近8吨的建设物资，完成特种传输光缆铺设。

海拔6500米——4月30日下午，世界海拔最高的5G基
站投入使用。加上此前在海拔5300米、5800米建成的基站，
5G信号已实现对珠峰北坡登山路线及峰顶的覆盖。
刷新高度的，不只是5G信号。
世界海拔最高的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穿行于雪域

高原，最高海拔3650米；
世界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四川稻城亚丁机场，海拔

4411米；
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青藏铁路唐古拉站，海拔

5068米；
世界海拔最高的并网光伏电站——西藏羊易光伏电站，

海拔4700米；
……
中国的发展达到崭新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

济总量从53.9万亿元提升到114.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从6300美元提高到超过1.2万美元，多年对世界经济贡献率
超过30%。
追求、抵达、再出发，中国人向上攀登的脚步不会停歇。

中国速度

2021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在青岛下线，
中国继续引领世界铁路技术的突破；“九章”“祖冲之号”问世
让中国量子计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先……
速度，折射科技实力的提升——
2021年12月10日，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400”。37年、7年
半、4年多、33个月，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4个“百次发射”所
花费的时间，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不断加快。
速度，凝聚发展进步的动力——
光纤网络接入带宽实现从十兆到百兆再到千兆的指数级

增长，移动网络实现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引领”
的跨越，实现全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 （下转第7版）

非凡十年：中国的十个维度

■本报记者 王睿

民以食为天，粮稳天下安。
盐碱地种水稻，听起来匪夷所思；撂荒地造千亩连片有

机稻田，更是不可思议。在滨海新区太平镇太平村，这一切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依托农业科技，我们成功解决了
土壤盐碱化问题，在盐碱荒地上种活了水稻，连续几年获得
丰收。”太平村党总支书记虞晴说，今年水稻播种1000余
亩，选用小站稻919，亩产700余公斤，不仅能保障周边地区
的大米供应，还打入了商超。现在，村里给耐盐碱水稻出产

的大米注册了“老大港”品牌。
滨海新区农委科教与产业发展室主任黄忠林告诉记者，

今年，滨海新区粮食总产量预计达11.2万吨。其中，小麦播种
面积11.8万余亩，近8000亩水稻预计产出稻谷560万公斤，机
收化率达100%。由于滨海新区海陆区位条件优越，目前还产
出了以茶淀玫瑰香葡萄、大港冬枣、杨家泊对虾为代表的特色
农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市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落实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全力以赴抓紧抓实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我市粮食生
产和主要食品产量均实现历史性新跨越。

据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的调查显示，10年来，我市
先后实施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农机具等补贴政策，调动
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2021年，全市粮食播种面积达560.2万
亩，比2012年的484.4万亩增加75.8万亩，增长15.7%，夯实了
粮食丰收的基础。

既要藏粮于地，又要藏粮于技。我市持续开展中低产田
改造提升工程，推广农业科技装备，建设高标准农田，给粮食
大幅增产插上科技的“翅膀”。据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的
调查显示，2000年以来，我市粮食总产量于2016年首次越过
200万吨大关，2021年达249.9万吨，比2012年的163.6万吨增
加86.3万吨，增长52.8%；我市居民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12年
的118.18公斤增加到181.98公斤，粮食自给率从2012年的
28.2%提高到2021年的36.2%。

守住“米袋子”，也要拎稳“菜篮子”。10年来，我市建设
了149个蔬菜保供基地，大量引入新品种蔬菜和水培蔬菜，打
造了一批智能化养猪场、养鸡场、奶牛场。2021年，全市蔬菜
播种面积达78.5万亩，蔬菜种类不断丰富，全年蔬菜总产量达
239.0万吨；肉类、鸡蛋、牛奶产量分别达30.5万吨、18.7万吨、
51.8万吨。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市推进“物联网+农业”“电
商网+农业”“信息网+农业”工程，“互联网+现代农业”发展势
头迅猛，44.6%的农业经营主体踏上了网络营销之路。

■本报记者 万红

走进天津港，只见智慧化的世界大港一派繁忙。这两
天，天津港集团交出最新成绩单：今年前三季度，天津港集
团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3.63亿吨，同比增长3.3%；完成集
装箱吞吐量165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4.7%。
在喜迎党的二十大的热烈氛围中，天津港即将迎来新

港重新开港70周年的纪念日。回想70年前，1952年10月
17日，不服输的天津人在淤泥质海岸上建成了由中国人自
主设计和施工的第一个筑港改建工程，天津新港重新开港
通航。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从“破败不堪”到“领跑全
球”，从“河埠小港”到“国际大港”，70年上下求索，70年沧
桑巨变，70年日新月异，天津港才迎来今日的蓬勃兴盛。
九河蜿蜒，流淌着天津的古老血脉，激荡着新时代的创

新浪潮。天津港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志在万里，努
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重要指示，踔厉奋
发，干劲高涨，盛装迎盛会，拼搏再起航。

三次跨越 加速前行
书写中国港口梦想与荣光

天津，素有“九河下梢”之称，自古因漕运而兴。“天津新
港”曾称“塘沽新港”，但更为享誉世界的名字是“天津港”。
作为新中国港口建设的“头生子”，70年间，我国港口

发展的每一次跨越，排头兵的队伍中都有天津港的身影。
港口大规模扩建，天津港是领跑人；集装箱运输兴起，

天津港是先行官； （下转第6版）

重新开港70年 加速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盛装迎盛会 新港再起航

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我市粮食和主要食品产量实现历史性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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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蹲点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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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雷克雅未克10月11日电（记者 陈静）《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首发式11日在冰岛首都雷克雅
未克的哈帕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局、中国驻冰岛大使馆共同主办，外
文出版社、冰岛博卡费拉吉德出版公司承办。冰岛前总统奥
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出席活动并致辞， （下转第6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首发式举行

版2

专题片《领航》引发
广大干部群众强烈共鸣

《领航》聚焦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在新时代走过的非凡壮阔历程，

展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彰显的强大

真理力量，全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生动呈现新时代人民群众

的幸福美好生活和良好精神风貌。

制图 王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