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有了这笔贷款，公司不仅实现了
良性循环，还在比利时投资了新工厂，
上半年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亿元。”
“暖企驿站”座谈交流内容丰富，

干货多多。宣讲党和政府惠企发展
好政策，发布行业发展新要求，搭建
上下游产业链平台等等。区金融局
将“产融直通车”导入“暖企驿站”并
配备金融专员，组织26场银企对接
会，帮助 676 家企业新增低息贷款
47.23亿元。

据悉，宁河区自今年5月26日在
企业设立第一个“暖企驿站”以来，已
陆续设立14个。企业家们说，这些驿
站都已成为民营企业的“加油站”。

原材料供应链快速补上了
“半月谈”形成闭环防止“走秀”

每半个月都有政府部门主动上
门对接企业，宁河区称之为“半月
谈”。“区级领导重点谈、职能部门精
准谈、街镇园区全面谈、驿站吹哨及
时谈。”这是宁河区制定的“暖企驿

站·半月谈”的实施方案。
“半月谈”让很多民营企业人员

与区领导以及政府职能部门人员可
以坐下来面对面交谈。通过茶叙、恳
谈、研讨等多种形式，打造“凝共识、
聚合力、办实事、谋发展、促提升”的
政企互通平台。

然而，如何防止这一好政策“走
秀”变味，确保实施到位？这是摆在
宁河区面前的一道课题。

坐落于宁河经济开发区的天津
三商食品有限公司主要开发生产盐
渍蔬菜、魔芋、调味鸡蛋等食品，原材
料萝卜、黄瓜、白菜等大多来源于山
东、河南等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原材料运输成了大难题。通过“暖企
驿站”，区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同志
第一时间带领工作人员深入企业，帮
助对接本地农业产业园种植黄瓜等，
解决了企业大难题。企业负责人说：
“从提出问题到最后落实，都有人跟
踪对接，这让我们特别放心。”
宁河区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

赵锦秀介绍，企业诉求很多是政策咨
询、办事效率、用工难等常态化问题，

疑难杂症并不多，关键要看干部主动担
当、积极作为的态度和作风。为有效监
督落实落地，宁河区建立起一套闭环
机制——

区领导带头在“暖企驿站”开展“半
月谈”。企业遇到的难题被第一时间收
集、转办、处理。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
汇总企业诉求建议后形成《堵点清单》
《建言清单》，直报区党政主要负责同
志，同时指定相关部门在规定时间内解
决，最后由区委主责办、督查室根据要
求及时跟踪督办，并开展结果回访。

截至9月底，宁河区共举办了148场
产业链企业服务座谈会，动态收集诉求
建议343项，已解决340项。目前，“暖企
驿站”共形成12期343条《堵点清单》《建
言清单》，给各部门开具转办函76份，已
解决回复诉求建议340条。

这一闭环机制保证了企业的每一
个问题都能得到及时处理和回复，因此
也让企业更加坚定信心，扎根宁河区，
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5万平方米老厂区终于拆迁了
见面谈心让亲清政商双赢

营商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软
实力，而干部作风是营商环境的“风向标”。

芦台一中新校区，是宁河区一项
重点民心工程，建设中却遇到一个大
难题。该区一家民营企业一处闲置的
3.5万平方米老厂区挡住了新校区大门
口，由于在拆迁补偿上遇到“堵点”，这
家企业一度被误解为“钉子户”。

这家民营企业就是天津荣亨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该企业是一家专注于
石油钻采装备制造的企业，在国际市场
的占有率达到了30%以上，2021年实现
销售收入2.55亿元，纳税额1270万元，
是该区一家核心制造业企业。
老厂区不能拆迁，问题出在哪里？
区委书记白凤祥从“暖企驿站·半

月谈”活动中得知这个情况，专门抽时
间来到企业调研走访。他紧握着83岁

的董事长庄朝荣的手说：“你们为宁河区
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绝不是
‘钉子户’！”一句真挚褒奖，立刻温暖了
庄朝荣的心，老人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几轮“交心”商议，多次专题推动，最后

商定以政府分期付款方式回购老厂区，拆
迁问题迎刃而解。8月10日，宁河区人民
政府与荣亨集团签署老厂区拆迁合作备忘
录，企业马上组织专业公司进行拆迁。
“区领导主动到企业来了解情况，体

现了党和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关心关怀，
我们要感党恩、快发展，为宁河区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庄朝荣当即表示，企业自愿捐出
3000多万元，修建一条通往芦台一中新
校区的大道，政府命名为“荣亨路”。

宁河区委统战部部长董学琛告诉记
者，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是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开展“暖企驿站·半
月谈”活动，党员干部扑下身子、靠前服务，
打通了政策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营造
了尊商、重商、亲商、助商的浓厚氛围，也为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创造了载体，为廓清边
界、干净干事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

暖企惠民经济兴

（上接第1版）港口体制改革，天津港
是破冰者；下好港口全面开放先手
棋，天津港是实干家；建设世界一
流绿色智慧枢纽港口，天津港是领
头羊……
1974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首次

突破1000万吨，奠定了中国北方枢纽
港地位。2001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
突破亿吨，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亿吨
大港。2021年，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
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全球国际
枢纽港地位进一步提升。三次跨越，
三次提速，天津港从“站起来”真正走
向“强起来”，持续书写着中国港口的
梦想与荣光。
驱车驶入天津港北疆港区，天津

港集装箱码头岸边多艘集装箱巨轮
同时停靠，车来船往，好不热闹。要
知道，42年前，新中国首个国际集装
箱专业码头就是在这里诞生。
“1980年码头刚成立时，天津港

年集装箱吞吐量仅1.6万标准箱，差不
多是现在自动化码头一天的吞吐
量。”站在位于码头办公楼6层的自动
化操控中心，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公司
党委副书记王建指着远处一排蓝色
岸桥说，“2019 年 1 月 17 日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天津港视察。当年9月，
天津港加速推进集装箱码头资源整
合，天津港集装箱码头公司吸收合并
天津东方海陆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天津五洲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组建成为京津冀港口体量最大、功能
最齐全的现代化集装箱码头企业。
也是在那一年，我们完成了全球首创
传统集装箱码头自动化升级改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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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天津港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

国港口快速发展的一次次飞跃。”南开
大学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主
任王军锋说。
市港航管理局副局长杜二鹏表

示：“港口是天津的核心战略资源，我
们将以更优质的服务效能、更坚实的
政策保障、更便捷的集疏运体系，推
进世界一流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建设，
推进由通道经济向港口经济转型升
级，加快形成内畅外联、高效集约、保
障有力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智慧为翼 绿色优先
打造一流港口领跑全球

走进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
码头，中远海运“太阳”集装箱轮正紧
张进行着装卸作业。一排电动集卡
在码头操作系统和北斗导航系统指
引下驶向岸边，随后自动化岸桥精准
从集卡上抓取集装箱，稳稳放在货轮
之上。
2019年就是在这个码头，习近平

总书记详细了解了港口作业和自动
化设备运行情况。也是从那时起，以
智慧为翼、以绿色优先，天津港发力
创新驱动，厚植生态底色，用“首创精
神”“零碳生态”给出了现代港口领跑
全球的“中国方案”。
一早换好工作服，天津港北疆港

区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场桥司机冯
旭准时来到操控中心。2021年10月
17日这座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
在天津港投入运营，以全新模式引领
世界港口智能化升级及零碳生态发
展趋势，这自然也颠覆了冯旭等港口

老员工的一贯认知。
“我在天津港工作了10多年，从理

货员转岗第一次到C段时又惊又喜！不
仅作业全部无人自动化，设备都是电力
驱动，还用上了清洁能源。”冯旭说，“码
头用的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智能管控系
统，大伙经过了4个多月培训，半年实
习，背下了300多个英文术语，才当上远
程操控司机。现在我们主要协助人工
智能水平运输车（ART）自我学习，不断
优化操作流程，提高效率。”
站在冯旭身旁，透过屏幕可以清晰

地看到ART往来穿梭，码头一侧两台风
力发电机缓慢旋转叶片，源源不断输送
着清洁能源。
“C段建成之初就攻克了13项世界

性技术难题，形成76项发明创新。如今
一年过去，单桥作业效率已提升了30%，
今年单月吞吐量始终保持20%以上的逆
势增长。”天津港第二集装箱码头公司
总经理杨荣说，码头绿色能源也已自给
自足，智慧绿色能源系统并网发电近10
个月，累计发电量约1750万千瓦时，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18000吨，节约标
煤超5200吨。
2019年至2021年，天津港集团累计

获批相关发明专利11项，实用新型专利
264项，先后摘得数项国际大奖，实现了
从全球首创传统集装箱码头全流程自
动化升级改造项目全面竣工，到建成全
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的一次次创新。
也是在这几年间，天津港积极打造

“公转铁+散改集”双示范港口，铁矿石
铁路运输比例达65%，位于全国港口前
列，自有港作船舶靠泊100%使用岸电，

船舶低硫油使用率达到100%。近10年
来，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近七成，
碳排放强度却下降16%。
王军锋说，港口是交通运输领域中

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天津港
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建设的成就让人欢
欣鼓舞。“特别是天津港在通过数字化、
智慧化手段赋能零碳能源利用等方面
的有益尝试，不仅成为引领世界港口发
展潮流的先驱者，也将为整个行业甚至
是城市推进‘双碳’应用落地起到很好
的借鉴作用。”

立足京津冀 通达全世界
构建内通外联国际枢纽大港

“准备就绪，开始接卸……”见到天
津港环球滚装码头公司副总经理曹永
祥时，他正拿着对讲机在码头边指挥
“东澄”滚装轮的接卸作业。眼前，一辆
辆从日本进口的雷克萨斯牌商品车鱼
贯而出，依次驶进堆场。指着码头25万
平方米堆场上停放的数千辆商品车，曹
永祥告诉记者，这里既有一汽丰田、北
京奔驰等车企准备南下宁波、广州的品
牌汽车，也有即将出口中东地区的国产
品牌商品车。
“目前，码头年吞吐量突破 100万

台，其中近50%来自京津冀车企。”曹永
祥说，“今年我们多方搭建船、货、港三
方信息交互平台，6月服务河北长安汽
车开通了到南美洲智利、秘鲁等地的
新航线；还为河北、北京地区的长城、
长安、福田等品牌量身打造了澳大利
亚出口航线深度清洁服务，带动天津

口岸澳大利亚汽车出口今年前9个月同
比增长148%。”
随着滚装板块持续发力，天津港成

为京津冀地区汽车产业重要出海口，海
上枢纽港地位不断提升。
高水平打造京津冀“海上门户”枢

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放平台，近
年来，天津港立足京津冀，全力打造内通
外联枢纽港口。特别是近两年，面对国
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多地新冠肺
炎疫情反复的不利影响，天津港全力以
赴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港口作为区
域经济“稳定器”“推进器”作用凸显。
今年2月，天津港开通了至澳大利

亚的首条RCEP航线。不久后，又有3
条RCEP航线陆续开通。目前，天津港
70%的外贸集装箱都来自京津冀地区，
环渤海内支线三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37.5%；“一带一路”沿线港口吞吐量占比
60%以上。1至9月，海铁联运量达92.1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1.3%，跨境陆桥运
量继续领跑全国沿海港口；天津口岸发
运中欧班列突破500列，同比增长79%，
增幅居全国前列。天津港重点外贸集装
箱船舶直靠率100%，船舶准班率始终名
列全球前茅，集卡平均在港作业时间16
分钟，港口物流周转始终保持高效畅通。
对于今后，天津港集团董事长褚

斌表示：“天津港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为指引，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为己任，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智
慧枢纽港口。力争在2025年实现集装
箱吞吐量突破2500万标准箱，助力天
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助力畅通
‘双循环’。”

志在万里征帆远，勇攀高峰建新
功。未来的天津港让人充满期待，未来
的天津也必将因港而长兴。

盛装迎盛会 新港再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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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南文昌10月11日电

（邓孟 杨晓敏）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执行天舟五号飞
行任务的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已
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10月11
日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之后，
长征七号遥六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
运抵的天舟五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
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当前，空间站建造已进入收官阶
段。按计划，年底前将实施梦天实验
舱、天舟五号、神舟十五号飞行和神
舟十四号返回等4次任务，完成空间
站建造。

目前，执行上述任务的飞行产品均
已进场，文昌航天发射场2箭2舱(船)同
时在场区进行测试，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同步开展载人飞船发射和回收任务准

备，测控通信系统陆海天接力、全天候值
守保障空间站安全稳定运行，神舟十四号
航天员在轨“出差”时间过半，神舟十五号
乘组正在加紧训练，各项空间科学实验扎
实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

载人航天工程确保工程“三步走”战
略目标如期完成，以决战决胜空间站建
造任务的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16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3330260827 14 01

全国投注总额：337975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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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注
93注
977注

45197注
979325注
6439820注

10000000元
30012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923415752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70期3D开奖公告

8 8 9
天津投注总额：85669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05注
402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年底前将实施梦天实验舱、天舟五号、神舟十五号飞行和神舟十四号返回等4次任务

中国空间站建造已进入收官阶段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李国
利 邓孟）记者11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获悉，“天宫课堂”第三课定于
10月12日15时45分开始，神舟十四号
飞行乘组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将
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本次太空授课活动3名航天员将在
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工作
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毛细效应
实验、水球变“懒”实验、太空趣味饮水、
会调头的扳手以及植物生长研究项目介
绍，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

“天宫课堂”第三课今日开讲

书写人类文明谱系的中国篇章
在不懈的奋斗与求索中，中国共产党

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发展壮大，不
仅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华民族的命运，
也深刻影响着人类
文明的进程。

据新华社电 扫一扫 看全文

（上接第1版）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发
表视频致辞。中国驻冰岛大使何儒龙、
冰岛外交部常秘马丁·埃约尔夫松、总
统办公室主任奥尔尼·西格荣松、博卡
费拉吉德出版公司代表等各界人士约
60人参加了活动。

格里姆松在致辞中回顾了他与
习近平主席交往的故事，称通过两人的直
接接触，他对习近平主席的治国理政理念
留下深刻印象。格里姆松对《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文版的问世表示
欢迎。他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不同
语种版本的出版发行就像是中国与全
世界进行的一场对话，该书的冰岛文版
本将进一步促进中冰两国和两国人民
间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往，而读懂中国
对当今乃至未来世界发展都至关重要。
杜占元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展示了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国家
治理和全球治理问题的深入思考，体现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世界
的中国方案。这部著作冰岛文版的出版，
将为更多冰岛读者读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打开新的窗口，为
推动中国与冰岛两国文明互鉴架设理解
之桥。阅读这部著作，能够更深入地理解
和感知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以及中
国始终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何儒龙在致辞中表示，中冰两国传
统友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
岛文版是该著作的首个北欧语译本，充
分印证了中冰两国之间的友好情谊，有
助于冰岛读者更直观地理解习近平主席
在治理国家、实现国家繁荣发展方面的
理念和思考，更直接地理解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冰互利合
作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冰岛

文版由外文出版社与博卡费拉吉德出
版公司共同翻译出版。截至目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已翻译出
版37个语种。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冰岛文版首发式举行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人世间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 刘家媳妇
20：30 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9：00 一门三司令
22：00 觉醒年代
天视4套（105）

19：18 津津有味
21：00幸福生活在招手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天视6套（107）

18：00 今日开庭
21：55 拾遗保护
少儿频道（108）

19：08 熊出没之怪兽
计划

21：00 番茄生活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刘家媳妇（13、
14、15）

■李二芹要争夺老父
亲的地，被三朵拒绝后，三
更半夜跟刘大运吵闹。伤
心的刘土地悄悄离家去了
老伴儿的坟前倾诉烦恼。
三朵和大海在荒山上找到
了刘土地，三朵告诉刘大
运和刘万花，父亲由自己
来养。

都市频道

21：00 幸福生活在招
手（27、28）

■正果坚持要回家，
不想留在宋天然的豪宅
里，宋天然无奈只能把正
果送回家，正果回到家谁
也没有找到，非常伤心。
宋天然看到了墙上的半张
婚纱照，明白正大和雨晴
一直在父亲面前演戏。

天津卫视

19：30人世间（54、55）

■秉义将周蓉叫到家
里和冬梅一起商量，准备
出钱给秉昆创业。秉昆等
人终于成立了搬家公司，
生意越来越红火，秉昆和
大家商量集资为常进步买
个人工耳蜗。冬梅无意中
发现秉义的胃病更加恶化
了，情急之下和秉义发生
了激烈的冲突，盛怒之下
提出离婚。

文艺频道

20：30 模唱大师秀
■本期节目是初赛评

剧专场，第一轮“小试牛
刀”，4位票友在门后共同
演唱评剧《小女婿》选段。
第二轮“谁与争锋”，1号票
友韩梅演唱评剧《杜十娘》
选段、2号票友李桂英演唱
评剧《金沙江畔》选段、3号
票友李文霞演唱评剧《打
狗劝夫》选段、4号票友周
桂兰演唱评剧《劝爱宝》选
段。她们的演唱各有优
长，经过两轮激烈比拼和
一轮知识问答，到底哪两
位票友能够突出重围，成
为本场的胜出者呢？

天津卫视

22：00 爱情保卫战

■孙女士与郑先生相
识不久就确定恋爱关系，
随后闪婚闪孕。不到两年
时间，丈夫不但没做到婚
前的承诺，还越来越挑
剔。郑先生直言，两人感
情基础不牢固导致矛盾重
重，自己为家付出很多，可
是妻子却视而不见，这样
的婚姻让自己很累。

情感专家陆琪表示：
核心本质是你们曾经不
熟，装熟装到孩子都生了，
这个时候你们该怎么办？
能不能把自我的那部分退
出来，我是非常不看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