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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党的二十大报告 河西区党员干部群众反响热烈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以实干奋斗践行使命担当

借京津冀之“融”

老陈塘焕发新生机

下瓦房街道

志愿服务个性化
10月1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
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报
告。河西区各界党员干部群众聚精会神地
收听收看了党的二十大开幕盛况并开展讨
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倍感振奋，表示将深
入学习领会报告精神，结合自身工作实际，
为河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区领导表示，党的二十大报告站位高
远、气势恢宏，是统筹民族复兴和百年变
局的纲领性文献，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
义。今后将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作为总遵循，坚持以党的二十
大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快构建新
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增
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以报告
精神为引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带领全
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锐意进取、团结奋
斗，以坚定信念和饱满热情推动各项工
作，全力以赴建设首善之区，打造品质城
区，奋力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核心
区建设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党员表示，报告
鼓舞人心、振奋精神，将坚定捍卫“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强化履职载
体建设，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坚持真监督、做到真支持，依法履行好人大
职责，切实推动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区政协机关干部，市、区政协委员代表
一致表示，将坚持以二十大精神为引领，以
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昂扬向上的工作态
度，紧紧围绕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建言资
政、凝聚共识，积极履行好政治协商、民主监
督、参政议政职能，为推动新时代新发展贡
献力量。

区金融局全体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
敢于担当的精神把金融工作不断推向深入，
进一步擦亮“河西金融、金融河西”金字招
牌，高水平建设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不断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加快金融创新
步伐，为建设首善之区、打造品质城区贡献
金融力量。

区发改委的党员干部表示，将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一如既往做
好经济发展、企业服务相关工作，以实干奋

斗践行使命担当，在未来改革发展的新征程中
继续书写新的河西篇章。

区住建委机关及下属各基层单位党员干
部职工表示，将用心学习领会报告精神，将其
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围绕加快推进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统筹推进能源电力“双碳”先
行示范区建设等方面发力，为实现城区环境质
量、群众生活品质双提升贡献住建担当和住建
力量。

区卫健委全体党员干部表示要将大会精
神转化为继续奋战的动力，坚持新时代卫生与
健康工作方针，推进健康河西建设，统筹疫情
防控和医疗卫生服务事业发展，努力为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区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道路里巷巡查所党
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首要政治任务，在增强本领、履职尽责上下
功夫，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切实解决老百姓
遇到的难题，为品质城区建设添砖加瓦。

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河西区文化
馆的党员干部们精神振奋，回顾建设发展的伟
大成就心潮澎湃。大家表示，将坚定不移跟党
走，努力做到以文化惠及群众、以文化凝聚力
量，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贡献新的

力量。
新天钢集团党员干部和广大职工纷纷表

示，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保持改革的定
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不断将改革推向前
进，为天津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党员干部们认真聆听大会报告，对未来发展
满怀憧憬，更倍感责任重大，表示，将深入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更加自信昂扬的精神
风貌和奋进姿态投身各项工作，肩负新使命，
奋进新征程。

友谊路街和柳林街等街道系统的党员干
部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激动的心情收听收
看了开幕会，大家表示，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备
受鼓舞，表示将把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工作的重
点和出发点，继续深入推进街道工作，进一步
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东海街红色老兵营的老兵们纷纷表示，
必将把忠诚镌刻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践行
中，在志愿奉献行动里发光发热，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

■ 通讯员 王轩昂

下瓦房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10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并按要求建立组织架构，整合现
有资源，推进专业化、个性化志愿服务。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区校终身学习联合体 共
学养老——榕树课堂”系列讲座、老年人手机课堂
系列活动。同时，以下瓦房街道青少年教育实践基
地、“四史教育展”“下瓦房地区党史文献展”“五爱”
教育阵地、快乐营地等为载体，为青少年提供活动
空间，通过文化活动中心、社区文体活动室、城市书
吧、科普e站等，建立文化活动平台，积极开展各类
精神文明实践活动，使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成为了学
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
流价值、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的重要场所。

家住东舍宅社区的老党员周昌达，无论是社
区安全巡逻，还是义务教授书法，周昌达总是不
遗余力。富裕广场社区居民邢华积极参加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活动，他感触最深的就是普法服
务，合唱团、书法课也让他印象深刻，内容都是弘
扬正能量的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活动，大大提升
了社区精神文明水平和居民们的凝聚力。

■ 通讯员 王轩昂

走进柳林街，11个具有时代气息、地域特色
的新时代精神文明实践所令人印象深刻，60余支
志愿服务队，400余场新时代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让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显著提升。

一直以来，园丁公寓社区“姑爷节”、东海里
社区“花卉节”、微山东里社区“爱心街”、龙天园
社区“红色帮帮团”、珠峰里社区“志愿服务季”、
龙博花园社区“快乐阅读”、腾华里社区“歌会展
演”、贺福里社区“种植文明无花果”活动、金海湾
社区“海湾广场文化节”等种类繁多的新时代精
神文明创建活动在柳林街蓬勃开展。

金海湾社区每年的“海湾广场文化节”上，由
辖区文体社团自编自导的节目，在歌颂党歌颂祖国
的同时，也展示出新时代老年人幸福的生活状态和
良好的精神文明风采。63岁的张淑梅是景雅里社
区“十老志愿服务队”的队长，队里有60多人，最小
的55岁，最大的78岁。服务队参与社区门岗值守、
义务理发、宣传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活动。

■ 通讯员 王轩昂

东海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12个各具特
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结合街道实际，聚焦
群众需求组织建立了56支志愿服务队。截至目
前，全街今年共计开展400余场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地区文明氛围愈加浓厚。

东海街红色老兵营是一支由退役军人组成
的志愿服务队伍，一百多名队员平均年龄在65岁
左右。这些老兵活跃在东海街的12个社区，从公
交站点引导、重要路段执勤、社区义务巡逻、义务
理发、义务打扫卫生、义务家电维修，到爱国主义
宣传教育、社区秩序维护、点位值守……

东海街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有10名队员，大
部分都是老党员，年龄最小的58岁，最大的70岁。
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大家的凝聚力很强。志愿队在
志愿服务中“随时记，随时访”，发现问题及时记录，
解决完问题后也会随时回访解决情况。平时主要
检查井盖使用情况、调解居民矛盾、反映园林和病
虫害问题、解决雨水井堵塞问题。

■ 通讯员 王轩昂

陈塘庄街道结合群众的实际需求，利用地区
优势资源，发挥文化能人、大学生志愿者、创新创
业人员优势，让身边人讲身边事，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新时代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让居民获得感持续提升。今年以来，陈
塘庄街已累计开展志愿服务400余场，服务群众
5840人次。同时依托志愿服务平台，共点单17
次，调度协调各类志愿服务队伍下沉社区开展服
务，共360余人受益。

陈塘庄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14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建立了55支志愿服务队伍。
贵山里社区“贵枫红志愿服务队”是在贵山里巡
逻队的基础上组建的，最早只有十几个人，如今
服务队已经发展到了一百多人。队员们20年如
一日的辛勤付出成为了社区文明建设的亮眼品
牌。“七贤南里社区志愿服务队”是一支年轻的队
伍，成立于2020年，主要服务内容有疏通下水道、
慰问困难群众、门岗值守、秩序维护等。志愿服
务队共有43名队员，年龄最大的队员75岁，“00
后”队员有7名。

十年奋进 河西经济谱华章

■ 通讯员 岳志欣

作为河西区2022年“十大工程”的重要
内容，河西区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持续推
进，近日，桃园街首部加装电梯正式交付使
用，“一键直达”的出行让庆荣里小区25门的
居民们幸福感满满。

走进庆荣里小区，25门新加装的电梯格
外醒目。玻璃幕墙崭新光亮，轿厢载着居民
上上下下，一片欢声笑语。据悉，庆荣里小
区属于老旧小区，25门共有7层楼21户居
民，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超过6成，“爬
楼”成了困扰老人们出行的难题。如今，期
待已久的电梯终于交付使用，居民们难掩此

刻激动喜悦的心情。“我住在4楼，这些日子天
气一凉我这腿就不得劲了，正好用上电梯了，
受益了！”居民杨阿姨说。

从电梯安装施工方了解到，此次安装电梯
载重量为800公斤，载客人数10人。电梯外观
整体采用玻璃幕墙结构，每层电梯间设有通风
窗口，并配备紧急呼叫和通话按钮。电梯投入

使用后，每月将提供两次保养，以确保电梯安
全运行。

一部电梯，增强了老楼的“生命力”，更
增加了居民的幸福感。下一步，河西区将
稳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真金白
银为居民提供补贴，完善住宅功能、提升居
住品质。

柳林街道

文明实践种类多

东海街道

鹤发红心为社区

陈塘庄街道

身边人讲身边事

桃园街首部加装电梯正式交付使用

■ 通讯员 张嫚芮 摄影 佟玉峰

十年，弹指一挥间，在历史的长河中
微小如尘。

十年，砥砺筑梦路，在河西的发展中
熠熠生辉。

地区生产总值连年跨越，从2012年的
655.3亿元跃升至2021年的1025.8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水涨船高，从2012年的90亿元
倍增至2021年的692亿元；国内招商引资
实际到位额不断翻番，从2012年的102亿
元攀升至2021年的599亿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西区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秉持“有第一不要第二”的精神传承，
聚焦“一核两轴三中心”发展布局，着力
“破题”新形势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8年以来，全区累计引进京冀企业
590家、总投资323亿元；各类金融机构超
过1000家，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近三成；
商务楼宇总数达到129座，年留区税收超
过千万元楼宇达到47座；市场主体总量超
7.2万户，增长约49%，注册资本突破3000
亿元……

“引进企业15家，注册资本金112.25
亿元；落地项目投资额达258亿元。”这是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深耕陈塘科技商务区
的亮眼成果，更是河西区深度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交出的精彩答卷。

瓣瓣不同，瓣瓣同心，河西区牢固树
立“一盘棋”思想，以河西之“为”，服务国
家战略大局，乘势而上，把京津冀协同发
展与拓展新发展空间、培育新发展动能深
度结合起来，通过打造中交系产业生态
圈、“水电”产业生态圈、航天产业生态圈，
初步塑造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黄金承
载地定位，陈塘科技商务区作为产业承接
的主阵地蓬勃发展。

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
陈塘科技商务区积极引进科技金融、数字
经济、生物医药、航运物流和设计等领域
企业，延伸“产业+地产”思路，吸引更多央
企总部型企业、多元化产业集团落地。目
前，园区在建写字楼面积超过25万平方
米，拥有企事业单位5589家，2021年实现
营业收入276.49亿元。

超级工程一目了然。立足“京津冀协
同发展”，融入“一带一路”，作为河西区打

造“北方设计之都”的第一步，北方设计联盟
在人们期待的目光中展露芳容。“设计大厦”
投入使用，“北方设计联盟”成员单位由13家
发展到253家，涵盖工程、创意、工业全设计
板块及上下游企业，2021年营业收入超300
亿元，设计产业规模实现五年翻番。以对接
首都总部经济为轴，以北方设计联盟为帆，
老陈塘高速起航，乘风破浪。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经济强。面
对复杂严峻的发展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河
西区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提升传统产
业和培育新兴产业并重，产业转型升级和结
构优化挺进纵深，多业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不断夯实。

在友谊路金融街，坐落着中金财富天津
管理总部，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440亿。
以它为代表，800余家金融机构云集于此，20
座税收超亿元的金融特色楼宇鳞次栉比。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也是河西区的支
柱产业。近年来，河西区紧紧抓住全市金融
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重要机遇，优化金融发
展环境，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加速聚集
各类金融资源，五年间，河西区引进建信财
险天津分公司、信达证券天津分公司总部和
地区总部型金融机构超过100家，总数超过
1000家，较五年前净增超过400家。

中国太平金融大厦揭牌，平安泰达金融
中心、融邦大厦等加速推进……不断建设投
用的新生特色楼宇逐渐活跃，优质资源陆续
汇聚，金融业聚集效应不断凸显，河西区融
资规模不断壮大，存贷款余额快速增长。
2022年上半年，全区存贷款余额突破万亿元
大关，达到10249.62亿元，较五年前净增超过
2000亿元。河西区以金融产业的主引擎，稳
住了高质量发展“基本盘”。

京东科技公司是第一家入驻河西区网信
大厦的企业。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河西区
持续深化与京东集团的战略合作，依托京东
品牌的生态资源整合能力和产业链赋能服
务，引导聚集100余家具有代表性的数字经济
企业，形成具有10亿级产值规模的新产业集
群。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典型范例。从一
个重点企业到一个产业，再到一个生态，河西
区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

目前，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区
陆续入驻云计算、大数据、软件研发、智能制
造、游戏开发等数字经济相关企业。截至目
前，河西区数字经济企业超1500家，年营业
收入超90亿元。从无到有，从一座楼发展到
一个区域，河西点燃数字经济新引擎。

营商环境是投资的“风向标”、发展的
“晴雨表”。捷报频传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

境的持续优化。以“河西就是品牌，人人都是
环境”的“大环境”理念，河西区倾情倾力呵护
环境之“暖”，在全市营商环境评价中连续三年
第一。

做好“减”法，河西区大刀阔斧地“减”手
续、“缩”流程，开发建设了国内首个营商环境
综合评价优化平台，建成智慧服务大厅，推出
高频事项一件事、一次办，量身定制“场景式”
服务80项，数量全市最多。推进“一网通办”，
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可办，在全市率先实现
“零跑动、零收费”。不断刷新全市同类审批最
快纪录，企业开办时间平均压缩至半天，最快
26分钟办结，执照审批当日办结率100%，办理
效率提升60%，创造了从拿地备案到获得施工
许可证仅14个工作日的“河西速度”。
“环境是前提，服务是关键。”青旅运动新天

地项目开业前夕，河西区政务服务中心把“坐等
审批”变成“上门服务”。做好“加”法，河西区深
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建立服务全区重
点企业（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创新打造“大联席、
小机制”，深化三级包联制度，设立“办不成事”反
映窗口，抓好为企业服务的“最后一米”，市场活
力进一步激发，近三年每年新增市场主体超万
家，企业用脚为河西发展沃土投票。

一座城市，无论走多远，消费始终是其持
续发展的硬核。近年来，河西区聚焦天津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加速商业载体建设，新开业的
津悦城与彩悦城、万象城以及天津大剧院、天
津博物馆等，构建成文化牵引、商旅融合发展
的特色商圈；天津首家体育创新产业综合体青
旅运动新天地着重打造体育与娱乐为一体的
运动潮流集合地；在建的中海环宇城力争成为
大型商业综合体与开放式街区有机结合的新
型城市商圈。

近年来，河西区不断“放大招”，拓展消费
内容，转变消费模式，重点打造夜经济，创设新
消费空间，持续开展“活力河西·都市消费嘉年
华”系列促销活动、“活力河西·哪吒体育嘉年
华”活动、“津诚所至 协作同甘”东西部协作产
业节、河西消费券等活动，在“政策拉动+活动
带动”的双轮驱动下，河西的消费热情被全面
点燃。2021年，万象城在海河消费季活动期间
销售额超过4亿元。体育嘉年华期间客流量累
计55.8万人次，销售额累计1579.8万元。全年
完成消费帮扶金额9500万元。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增速全市第一，“购物车”拉来了人民的美
好幸福生活，更为畅通服务国内大循环输出着
动力和活力。

勇立潮头，一幅高质量发展的画卷正徐徐
铺开。高水平扛起“一基地三区”的河西担当，河
西区在新发展格局下跑出了转型升级的“加速
度”，为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更
为人民安居乐业、幸福生活铺就了安稳底色。

聚焦产业之“变”

多引擎强劲动力

呵护环境之“暖”

激发城市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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