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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发展

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

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

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

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

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

文化传播体系。”

五年后的今天，正在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而这五年也是天津意库创意产业园的五年。自诞

生以来的这五年中，意库已发展成为本市创意产业先

行先试的重点企业之一，也是本市以文化产业为特色

的亿元楼宇项目之一。在扶持大学生创业、推进税收、

实现楼宇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优良的成绩，先后荣获

全国十佳示范园区、创业带就业先进单位等荣誉。

2012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推进之年，是党的十
八大胜利召开的喜庆之年，更是天津意库迎接重大考

验、必将大有作为的决胜之年。在此，我也谨代表意库

的全体同仁预祝十八大胜利召开并取得圆满成功。

天津意库董事长 刘征

天津港边浚深航道，边围海造

陆，在努力提升港口等级的同时，港

区陆域面积不断扩大，创造了由淤泥

质浅滩发展成为世界最高等级人工

深水大港的奇迹。成为世界上等级最

高的人工深水大港。

天津港开港之初的货物吞吐量只

有 74万吨，港区面积不足 1平方公里，
港口几乎淤死。上世纪 60年代，天津港
新建万吨级以上泊位 5个，吞吐量一举
突破 500万吨，结束了天津港不能全
天候接卸万吨巨轮的历史。70年代，天
津港货物吞吐量首次突破 1000万吨，
由此奠定了我国北方枢纽港的地位。

进入 90年代，天津港直面市场竞争、不
断拓展经营空间，先后开创出沿海港

口中的数个“第一”：兴建了我国第一家

商业保税仓库，开创了我国港口保税

贸易业务发展的新模式；合资成立了

国内首家中外合营码头公司，开创了

国有码头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的先

河，实现了港口的经营管理与国际接

轨；率先进行港口企业股份制改造，“津

港储运”成为全国港口第一家上市公

司；开通了我国第一个港口 EDI中心，
加快了我国港口信息化发展的进程。

为了适应国际船舶专业化大型

化的发展趋势，天津港还注重深水航

道和码头的建设，陆续建成了专业化

的石油化工、煤炭、焦炭、金属矿石和

大型集装箱码头，启动了南疆散货物

流中心的开发建设。

近十年来，天津港一边浚深航

道，一边围海造陆，十年间，累计完成

基本建设投资 800亿元，共挖泥约 6
亿立方米，港区陆域面积扩大到 121
平方公里，比十年前增长了 3.3倍；港
口等级由 10 万吨级提升到 30 万吨
级，进入渤海湾的船舶天津港均能接

卸；新建 41个万吨级泊位，新增通过
能力 2.46亿吨。十年来，天津港货物

吞吐量连续跨越 2 亿吨、3亿吨、4 亿
吨台阶。 2011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4.53亿吨，比十年前增长了 3倍；吞吐
量排名列世界第 4位，比十年前提升
了 16位，成为世界上等级最高的人
工深水大港。

天津港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综

合性港口，不断拓展港口服务功能，

航线辐射世界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500多个港口，覆盖了全球各主要
地区。打通了三条欧亚大陆桥过境通

道，辟建了 22个内陆无水港，初步形
成了覆盖内陆腹地的物流网络。建成

了国内最大的航运服务中心，口岸通

关效率逐步提高。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作为面积最

大、政策最优、功能最完善的保税港

区，已于今年实现整体封关运作，承

担着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

能区的重要使命，重点发展国际中

转、国际配送、国际采购、国际贸易、

航运融资、航运交易、航运租赁、离岸

金融等功能。

为了不断提高企业整体经济实

力，天津港主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在大力发展港口装卸业的基础上，积

极拓展国际物流业、港口地产业和港

口综合服务业，初步形成了以“四大

产业”为核心的适度多元化发展的良

好格局，装卸业之外的三个产业收入

已占总收入的 60%以上。同时，他们积
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断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激发企业活力，提升了企业

综合竞争力。截至 2011年，天津港集
团总资产达 900亿元，比十年前增长
了 6.7倍；实现营业收入 221亿元，比
十年前增长了 6.1倍。截至目前，已连
续 11年入选中国企业 500强。

天津港还积极推行“文化制胜”

战略，通过整合提炼传统文化和不断

探索实践，形成了以家庭观、军队观、

学校观为“三大目标”，以“发展港口、

成就个人”为核心理念的三足两耳鼎

文化体系，成为全国港口行业第一家

“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与此同

时，天津港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经济，实施了先进典型、人才队

伍、后备干部“十、百、千”等系列工程，

涌现出以蓝领专家孔祥瑞、全国道德

模范张丽丽、优秀科技人员代表李伟

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获得了“全

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

天津港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辐射区域经济、

促进就业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为天

津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

天津港积极推动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港口建设，广泛采用新能

源、新技术、新工艺，有效地实现了节

能减排，港口万元增加值能耗较十年

前下降了 39%。积极实施生态港口建
设，累计投资 158亿元，大力开展粉尘
治理、港区绿化和环境整治工程，港

区绿地面积达到 539万平方米，比十
年前增长了 20 倍，创造了碧海蓝天
的港口环境。

彭飞 杨子炀 侯金梅

天津港创出新奇迹

天津企业祝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建五局天津公司自 2006 年 8 月成立以来，

紧跟天津城市建设发展步伐，面对广阔的市场前

景，我公司一直心怀壮志和蓄势待发的力量。经过

前几年的短暂摸索，到 2012年，公司市场规模完成
了从 3亿元到 50亿元的飞跃！

作为中国经济未来第三增长极的天津滨海新区

是全国最大的建设热土，而只有这样的大好宏观环

境，才孕育了中建五局天津公司的快速发展。2009年
以来，我公司抢抓机遇，相继承接建设了滨海新区十

大战役之一的天保国际商务园 A工程、太阳城 1#地
二期工程、金钟街示范镇还迁住宅建设工程、天保白

领酒店公寓工程、天津工业大学体育馆及游泳馆和

天津医科大学空港国际医院等有影响力的重点项目

及民生项目，为天津的城市建设作出了贡献。

展望未来，我公司对天津市的大发展坚信不

疑、对企业的长足发展深信不疑、扎根天津的决心

坚定不移。在此，我谨代表中建五局天津公司全体

员工祝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公司总经理 陈勇

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中铁五局（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李检平率领在津全体员工

热烈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08年 12月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进驻天
津建筑市场，2010 年 5 月集团公司在津成立了中
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作为集团公司

驻津窗口，代表集团公司在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累计承接工程任务 12.65亿元，完成建安产值 10.86
亿元，施工进度在各施工点名列前茅，安全可靠，质

量优良，成本可控。完成了天津地铁 2号线第 5、16
合同段工程、机场联络线明挖隧道工程、罩棚工程；

大港土地整理工程、纺七路道路工程、中央大道第

三标段工程等施工任务。荣获了国家“AAA级安全
文明标准化诚信工地”、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天

津市“文明施工示范工地”1项、“市级文明工地”2
项。

预祝党的十八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和谐的

大会、奋进的大会、腾飞的大会！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分公司总经理 李检平

盛世逢盛会，发展谱新章。值此党的十八大召

开之际，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党委和全体员工预祝大

会圆满成功。

市政建设集团是国有独资公司，5年间集团总
资产增长 3.6 倍，净资产增长 3倍，年自行投资规
模增长近 5倍，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实现翻
番，打造了团泊健康产业园、天津梅江南居住区、宝

坻云杉镇等一批优质项目，走出了一条规模与效益

同增长、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双赢的发展道路。

“十二五”期间，天津市政建设集团将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实施“一二三四”发展战

略，即：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年度自行投资、

营销收入两项指标超过 100亿，净资产规模、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总额三项指标在期初基础上翻一番，着

力构建决策、管理、投融资和资本运营“四个中心”，

努力开创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科学发展新局面，为

国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最后，祝愿党的基业长青，愿祖国更加繁荣富

强。
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

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近万

名员工对大会的胜利召开送上最美好的祝愿！

中建六局作为 1976年抗震救灾驰援天津的原
国家建工总局所属队伍，始终紧跟党的历次会议

精神和大政方针，抓住滨海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有利机遇，在天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

就的大环境下，迎来了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合同

额、产值五年翻了近两番，利润总额五年增长了

27 倍多。“十二五”时期，中建六局提出了高远又
实际的发展目标：经营规模保持年均增幅 23%以
上，到 2015 年实现年度合同额 800 亿元，营业收
入 500 亿元，净利润 12 亿元，成为天津市建筑业
综合实力第一名。

值此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之际 ,中建六局满怀
信心，奋勇争先，将继续坚持跟党走思想不动摇，打

造天津建筑行业领军企业，以优异成绩向党的十八

大献礼！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党委书记 吴春军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

重开幕，保利地产天津公司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

作为中国房地产行业领导品牌，保利地产 1992
年成立，20年完成了以广州、北京、天津、上海为中心，
覆盖 40余个城市，拥有 120余家控股子公司的全国
战略布局，位居中国央企房地产综合实力第一名。

2008年，保利地产进军天津，累计开发面积达
350万平方米，市场份额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保利地
产天津公司以“和者筑善”的品牌理念，积极履行企

业公民责任，把天津的城市发展与企业自身的使命

紧密融合，以前瞻的战略眼光、城市运营商的角色定

位布局天津，用一系列大规模开发举动，影响着天津

的城市面貌，用开发品质推动天津的成长与改变。

截至 2012年 10月，保利地产天津公司以 48亿
元的销售业绩位列榜首，领军天津楼市，为千万家庭

精筑幸福之家。保利地产天津公司将继续“志存高远、

把握当前、抓住机遇、永不松懈”，为党的十八大献礼！

保利地产天津公司总经理 周涛

天津机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是隶

属于中国北车旗下的全资子公司。多年来，我们

紧紧围绕“调结构、惠员工、上水平”这一主题，

围绕“专、精、特、新”这个主线，通过发展“动车

城轨配套、内燃产品船柴配套、工程机械配套、钢

材加工构件制造、高端弹簧及设备制造、冶金轧

制工具、石油机械”七大业务板块，实现由传统产

品向高端产业提升，轨道交通向相关多元拓展，

机械产品向机电产品延伸，部套加工向系统集成

发展，实现由粗放型增长向科技、效益型华丽转

身。

2010 年至 2012年，投资 1.36 亿元的“高速列
车弹簧制造及轧制工具生产技术改造项目”基本

完成，并被列为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

项资金资助项目。

天津装备公司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勇于

创新不停步，埋头苦干不懈怠，用辉煌的业绩迎接

“十八大”的胜利召开。

天津机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问增杰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热烈祝贺中国共

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天津海鸥表

业集团有限公司前身是天津手表厂，是从事机械手

表研发、手表机芯制造、成品手表制造、精密机械加

工和精密机械制造的企业集团。57年前试制中国第
一只手表，为中国手表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目前，海鸥机械手表机芯年生产能力 600万只，
成品表年生产能力 40万只。机械手表机芯年产量约
占全国总产量的 40%，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25%。公司
的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达到 85%以上，截至 2011年
底，海鸥表业集团公司共计申报专利 465项，其中发
明专利 38项、实用新型专利 131项、国际专利 2项。
专利拥有数量约占国内手表行业总量的 50%。

海鸥表业集团励志承担发展中国手表工业的责

任，海鸥集团正在寻找与瑞士、德国的差距，并付出

不懈的努力，加快技术创新，遵循手表产业发展规

律，借助国内外资源、开展产学研合作，力求破解技

术发展、工艺创新、制造水平和品牌发展的难题。

天津海鸥表业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吕军

天津国际工业品交易城一期土地使用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天津市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第二十三条之规定，现将津

武挂 2008-006号宗地转让部分用地使用权公告如下：
该宗地位于天津市武清区京津公路东侧，宗地面积

349150.1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商业用地。2008年 3月 12
日，天津东方华泰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取得该宗

土地使用权，后名称变更为华北城（天津）投资有限公司。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A1-14号楼、B1-14号楼、C1-17号
楼、D1-30号楼房地产初始登记，经审计该项目除土地出让
金以外的累计投入已达投资总额的 25%以上，拟准予办理
转让手续。

公示时间为 2012年 11月 13日至 2012年 11月 22日，
公示期为 10天，公示期内该宗地的土地使用者有异议可以
书面形式向我局反映，无异议我局将依法批准转让手续。

联系单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

武清区国土资源分局

联系人：崔鹏 联系电话：022-82112600
武清区国土资源分局

2012年 11月 13日

土地转让公告

天津，走过了 600年，它头上的光环曾经照亮一个民族的
过去。1404年天津建卫，九河下梢，天子渡口。明清时代，天下
财富聚之能来，分之能去。在近现代史中，无数个第一标示着

显赫。但由于两个特殊的 8年———划归河北、唐山大地震———

严重制约了天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加之发展要素大量被北

京吸引，处处给首都让路，天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既自傲又

自卑的文化情结和基本来自于本地的政府官员又使得天津缺

少对外开放的战略性谋划，其自身的发展越来越慢，曾经波涛

汹涌的海河，也曾宛如死水一潭。

但是现在的天津从内到外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 别说是
外地人 ,就是天津人也常常感慨 ,这几年的天津确实变了 ,变得
更加大气,更加洋气。今天了不起的天津，明天将是不得了、了
不得，天津将改变中国的经济版图，堪称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中国力量、中国速度的榜样和代表……

天津变化表面上看是城市之变，实则是思路之变。自 2009
年的“保增长、渡难关、上水平”，到 2010 年的“解难题、促转
变、上水平”，到 2011 年的“调结构、增活力、上水平”，再到今
年的“调结构、惠民生、上水平”，天津连续四年迈出四大步，在

全国率先瞄准转变发展方式这个主题，依托滨海新区的优势

地位，成为主动调整、持续调整的领跑者。

天津这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注定是潜力无限的。让我们真

诚祝愿天津的明天会更好！

城市之变源自思路之变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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