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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行⑦

渤海起春潮 沃野绘新卷
——我市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动

■ 本报记者 万红

“由天津港发往定州的氢能重卡现在
发车……”昨天上午，在天津港中部散货堆
场，随着一声令下，27辆氢能重卡鱼贯而
出，标志着天津港至河北定州氢能重卡新
示范应用场景启动。

新年新气象，新年加油干。昨天是春
节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我市交通运输行
业铆足干劲，推动绿色交通，加快项目建
设，用实干践行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谋新
篇开新局。

荣程集团副总经理高玉科说：“这些车辆
将往返于天津港与河北旭阳能源有限公司间
运输焦炭。目前单车运量在30吨左右，如果
跑得好的话一天一辆车能跑两个来回，今后
随着整个运量和场景的逐渐扩大，我们在氢
能源车上的投入也会加大。”
司机刘栋山已驾驶氢能重卡在天津港与荣

程集团间运输了半年多的砂石料，他对这一新
型环保车辆的看法是安全、舒适、动力性强。
“坐在氢能重卡驾驶室就跟坐在小轿车里一样
噪音小，油门也轻轻一点就走，我们加满氢5个
来小时直接就能开到定州。”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陈璠）春节假期后
上班第一天，我市召开2023年全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工作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我
市住建系统将全方位对标对表“十项行动”，
全力推动建设项目复工开工，努力实现首季
“开门红”，确保全年各项工作落实见效。

在重点工程建设方面，今年我市将加快中
心城区地铁和滨海新区轨道工程建设，11号线
一期东段年内建成通车。完成国家会展中心
二期工程、张贵庄污水处理厂二期主体工程。
推动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和沙柳路跨津滨大
道立交、柳林桥等81个路桥项目全面开工。

在住房方面，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以更大力度精准支持释
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消费需求。持续完善房
地产调控政策，推动商品住房建设从“有没
有”向“好不好”转型。继续做好公租房配租、
向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4亿元租房补
贴，以及保障性租赁住房等民心工程。实施
保障性租赁住房发展规划，今年筹集的8500
套（间）保障性租赁住房做好前期工作，按计
划开工，实现早竣工、早运营。积极推动发展
共有产权住房建设，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建设
管理新机制。 （下转第3版）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刘济美 吴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军人勋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规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落实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总体要求，聚焦
备战打仗主业，融入军队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坚持传承历
史与创新发展相统一、保持特色与吸收借鉴相结合，全面构建
内涵丰富、特色鲜明、导向明确、彰显功绩的军人勋表管理体
系，进一步增强军事职业吸引力和军人使命感、荣誉感，营造

珍惜荣誉、崇尚英雄、争做先锋的良好局面。
《规定》是我军首部全面系统规范军人勋表管理工作的重

要法规文件。坚持根本遵循，深入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功勋
荣誉制度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勋表制度建
设根本指导；坚持为战导向，在略章设计、佩戴顺序、佩戴数量
等各个方面，突出战时，彰显战功，注重励战，着重体现作战、
执行重大任务、艰苦地区服役等特殊经历和荣誉；坚持体系设
计，项目设立兼顾全军共同和军种特色，内容设置覆盖功勋荣
誉表彰、岗位贡献和服役奉献， （下转第3版）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军人勋表管理规定》

绿色交通提速 重点项目快进圆百姓“安居梦”筑民生“幸福巢”

陈敏尔张工深入滨海新区调研
召开市委市政府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专题会议

把准方向 细化路径 强化担当 真抓实干
扎实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
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米哲 刘国栋）1月28日，春节假

期后上班第一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
前往滨海新区调研高质量发展工作，召开市委市政府实施
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专题会议。陈敏尔
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把握滨海新区的发
展定位、使命责任，自觉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强化担当、真抓实干，扎实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
领行动，为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
建“一带一路”作出更大贡献。
有关市领导参加。
上午，陈敏尔、张工来到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详细

了解中心改革发展和天河系列超算创新成果，察看天河新
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实时运行情况，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陈敏尔勉励中心找准科技研发和产业需求的结合点，健全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体系，加强产学研用协同联动，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让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更好发挥算力赋能支撑作用。

随后，陈敏尔、张工来到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听取
飞腾公司和麒麟软件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应用及在津发展情
况汇报，察看相关产品展示。陈敏尔强调，要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拓展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努力取得更多重大原
创性成果，着力提升信创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陈敏尔、张工深入

了解空间技术发展、航天器研制和科研保障工作有关情况，
与一线科技工作者亲切交谈。陈敏尔对航天五院支撑国家
重大科技创新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要求滨海新区进一步
做好服务工作，深化拓展与大院大所的合作领域，共同为中
国航天事业发展、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新的贡献。

下午，陈敏尔主持召开市委市政府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
发展支撑引领行动专题会议，听取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
引领行动方案制定、工作进展和下一步打算等情况汇报。
陈敏尔强调，要把准行动方向，进一步提升实施滨海新区

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的思想认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
天津工作、对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殷殷嘱托，深刻认识新区
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支撑引领全市高质量
发展中的使命责任，从全国发展大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布
局、天津发展全局中，准确把握定位、科学谋划发展，着力增强
发展的支撑力、引领力，更好发挥先行先试和支撑引领作用。
陈敏尔强调，要细化行动路径，进一步明确实施滨海新区

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的主攻方向和主要任务。着力建设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功能区，全力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创新协同协作、生态环保
联建联治、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创新协同发展体制机制。着力
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努力打造市场化改革新高地、开放平台
升级版，充分激活市场主体，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
营商环境。着力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区，做好原始创新和
自主创新、产业创新、科技体制创新文章，提升研发转化能力，
大力培育“近悦远来”的创新生态。着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聚
集区，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
业融合发展，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扩面提质，加快发
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集成集约集群发展。着力建设北方国
际航运核心区，提升港口发展能级和辐射带动能力，打造国际
航空物流中心，做强多式联运枢纽功能，加强“滨城”与“津城”
之间快速通道建设，促进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
业，大力发展港口经济，推进港产城深度融合。着力建设绿色
低碳发展新模式试验区，加快推动产业绿色发展，积极稳妥推

进“双碳”工作，大力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着力建设城乡生活
高品质样板区，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统筹城乡融合
发展，统筹物质生活高品质与精神生活高品质，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着力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区，
发挥政治引领、综治能动、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
治支撑作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社会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
节，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陈敏尔强调，要提升行动能力，进一步研究完善行动方
案，推进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强化使命感、责任感，滨海新区
及各开发区、市级部门要统分结合、上下协调，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提升谋划力、执行力，坚持系
统推进，善于学习借鉴，用足用好政策，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实
施。提高招商引资水平和服务管理水平，加强作风建设，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实干苦干，勇于
担当，以钉钉子的精神和过硬的作风，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贯彻
落实到位。
张工强调，实施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支撑引领行动，是市

委、市政府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天
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的务实举措。要以只争朝夕、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务实落细找准工作抓手，更好发挥
滨海新区在全市高质量发展中的主引擎和增长极作用。要打
造高质量项目承载地，坚持制造业和服务业并重，持续改善营
商环境，提升招商质量和能力。要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优势，
争取更多原创性制度革新，以政策创新带动产业升级。要强
化医疗、教育、文化、商业等资源配套，优化完善城市功能，提
升公共服务水平。五大开发区要当好主力军，做强做优主导
产业，对标国内一流开发区强担当、勇作为。
市政府秘书长，市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滨海新区班子

成员、五个开发区及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
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
出的战略部署。
牢记嘱托，砥砺前行，天津把实施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行

动，列入着眼未来五年的“十项行动”，全市人民正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津沽大地，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正细化为“施工

图”；沃野平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景图”已徐徐铺展。

一个缩影——

丁家瞿阝村，一个乡村全面振兴的故事

走进武清区南蔡村镇丁家瞿阝村，黑小麦、石磨面、葡萄

棚、农家书屋、智能喷灌节水设施等“新家当”格外显眼。
“2013年5月，总书记来天津视察，第一站是我们丁家

瞿阝村，总书记当时察看小麦长势的地方，就是这里。”时任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张宝军指着眼前的黑小麦麦田给

记者讲述着当年的情景，满脸骄傲，“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我们
这里年年都有新变化。”
这是希望的田野——
百亩麦田里嫩苗密密匝匝，春日气息暗暗生发，水肥智能

一体化灌溉系统悄然入驻。今年春，丁家瞿阝村就能用这个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节水农业”子项目，“智慧”拒绝“大水漫
灌”，实现手机操控水肥药“从天而降”，均匀灌溉喷洒。

与丁家瞿阝村一路之隔是上丰庄村，千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打通了两个村庄的界限，以麦稻为主的五谷杂粮综合种植区
今年上半年建成。“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千亩农田
将成新起点。”南蔡村镇镇长胡立峰说。
这是香甜的产业——
麦田对面，敞亮的大棚里暖意融融。冬日“休眠”的葡萄

架下，新引进的大蒜长出了绿油油的苗，村民吴正洋正升级葡
萄架设施，立体种植棚里升腾着又一个致富梦。

1公里外，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的天津市金色河滩面粉
有限公司，正作“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文章。向前延伸的产业
链，链起了这片肥沃河滩地由麦到面并即将到面包的变化。
公司石磨面粉厂演播厅里，网红达人与古法研磨牵手，通过直
播带货，将“丁家瞿阝”牌富硒黑小麦面粉源源不断送到“云”
上，“递”往全国消费者的厨房。订单纷至沓来，公司经理任毅
说：“面粉大卖，产能还得做‘加法’。”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
到，今年春节假期我市交通运输平稳有序。假日期间，客流
以探亲返乡客流和公路自驾为主，节前和节后呈凹字形流
出流入趋势。自1月21日零时至1月27日16时，我市铁
路、公路、民航、长途客运累计发送旅客80.33万人次，日均
11.48万人次，是2022年同期的2.52倍。这其中，铁路方面
累计发送旅客37.62万人次，日均5.37万人次，是2022年同
期的3.85倍；道路客运累计客运量19.66万人次、日均2.81
万人次，是2022年同期的1.06倍。
春节假期，天津滨海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25.2万人

次、运输架次2050架次，日均旅客吞吐量约3.6万人次，日均
航班量超过290架次。1月27日农历正月初六机场迎来返程
最高峰，单日旅客吞吐量超5万人次，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第二期“津乐购”消费券发放活
动启动以来，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
到，在市级财政资金安排1.15亿元的基础上，参与活动的各
大平台和商家提供了2100万元配套资金，截至1月27日，
已累计发放补贴资金9624.9万元，拉动消费33.17亿元，撬
动比达1：34.5。
本次消费券的发放以汽车、家电、百货零售和餐饮文旅

等行业为重点领域，线上线下参与商家累计达6.81万家，其
中绝大多数为中小微企业。汽车消费补贴共安排资金
6000万元（含2022中国天津国际车展期间发放的3000万
元），目前已经发放5390.4万元，拉动消费29.42亿元。申请
补贴的车辆超过1.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达41.8%。

通过银联“云闪付”和京东平台，家电消费券目前已发
放1762.1万元，拉动消费2.39亿元，撬动比达1：13.6。

百货零售消费券共安排资金2600万元，目前已经发放
1225.2万元，拉动消费6250.6亿元。
在美团（大众点评）、饿了么、支付宝、抖音等平台，餐饮

文旅消费券目前已发放1200万元，拉动消费7121.8亿元。
其中，支付宝平台发放通用券已核销过半，撬动比达1：7.4。

春节假期我市交通运输平稳有序
累计发送旅客80万人次

“津乐购”拉动消费超33亿元
线上线下参与商家累计达6.81万家

滨海新区

出台15条惠企稳岗举措

和平区

“真金白银”助企落户招才引智

河东区

旧厂房里再挖新商机

河北区

聚焦数字经济 吹响“先锋号”

南开区

启动三年行动方案

红桥区

重点项目加紧施工

津南区

做好绿屏“眼睛”守护生态绿谷

静海区

高质量项目助推高质量发展

宝坻区

问需问计 助企“开门红”

宁河区

“小七里海”撬动“绿水镶金边儿”

版2

直播带货将“丁家瞿阝”牌富硒黑小麦面粉送到“云”上。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