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13日 星期二
编辑：江丞华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动力篇 43

陈塘科技商务区服务中心

房地产占据主导地位、拼土地资

源、单纯依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

忽视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投入，这些

当前普遍存在于国内许多城市的通

病，正日益显示出其发展的不可持续

性、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建

设的障碍。然而，在天津市，有这样一

个城区却早已向传统的城市发展理

念发起挑战，他们率先在区域发展、环

境打造、国计民生等领域展开新的探

索，不断创新的发展理念带来区域发

生深刻的变化，改革的成果普惠广大

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升———这就是

天津市河西区。

经过几届班子接力棒式的持续

奋斗，河西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国计

民生等领域逐渐成为天津的领跑之

区。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河西
区的区域经济总量从2006年的314亿
元上升为585亿元，五年翻了近一番；
三级财政收入由27.7亿元上升到74.4
亿元，其中，区级财政收入从13.6亿元
上升到37.3亿元，均为五年前的2.7倍。

日前，天津市河西区区长彭三接

受了记者的专访，自信与自豪感不时

闪现于他的言谈之中。谈及河西区的

发展，彭三说：“我认为是抓住了三个

方面的主线工作：第一条线是以规划

引领，抓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第二条

线是注重中心城区的生态宜居环境

打造。第三条线是注重把改革发展的

成果普惠于民。特别是围绕城市居民

关注的教育、卫生、就业、低收入群体

救助等做好工作。抓好这三条主线，使

河西区五年来快速成长，一跃成为天

津市政治中心、商务办公中心、文化中

心、对外交流的窗口，实现华丽转身。”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彭三介绍说：回顾“十五”末、“十

一五”初期，在河西区的产业结构中，

工业生产总值还占区域经济总量的

26.7%。经过五年的发展，到2011年末，
河西区的第二产业占区域经济总量

比重已经下降为19.9%，第三产业比重
达到80.1%，其中房地产业的比重只占
区域经济总量的6.2%。现在最健康的、
最能体现河西区产业结构优质性的

是金融、商务服务、教育培训、中介咨

询服务、货运代理等新兴的生产服务

行业，占据了半壁江山。金融业国内生

产总值占全区GDP比重达52.8%。这样
的产业结构使河西区面对国际金融

危机、宏观经济下行的大风大浪，增强

了抗风险能力。目前，这里银行业的发

展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带动律师、会计

师、评估、典当、拍卖等产业也向河西

区高度聚集。

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早在

“十五”末开始的河西区经济功能区建

设，特别是将顺势而为、主动调整、持

续调整的理念贯穿于经济功能区规

划建设的始终。

2002年，河西区敏锐地意识到银
行金融业自发迁址到友谊路，意味着

他们对该区域商务环境的认可，于是

及时做出了友谊路金融商务区的规

划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政府引导。截

至目前，河西区已经聚集了天津市

80%的内资银行。
此后，河西区第二个以规划引领

经济功能区发展的成功案例就是陈

塘科技商务区。坐落于河西区的陈塘

老工业区曾汇聚了冶金、化工、机械制

造等一大批工业企业。

陈塘科技商务区规划建筑面积约

282万平方米，是天津市中心城区唯一
一块整体开发的产业园区用地。2008
年，市政府批准将其作为河西区的土

地平衡试点项目。陈塘科技商务区在

功能上定位为“总部基地，北方高技术

服务核心区和天津的文化传播中心”。

打造生态宜居环境

作为中心城区，天津宾馆、宾馆

大礼堂、梅江生态居住区等天津市重

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场所都坐

落于区内，这里道路骨干网较多，有四

条河道穿过。一度，作为老工业基地，

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多，道路、湖泊、水

体、绿化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

河西区政府思考着：如果以一个系统

工程来推动城市环境和基础设施，一

定会为区域发展赢得好的空间。

经过多方研究考察，2005年河西

区率先提出要创建国家卫生城区。

经过三年艰苦努力，2008年，河
西区在全市中心城区率先成功创建

国家卫生区。在涵盖了水体、饮食卫

生、空气、环境等 515项指标上达到国
家级标准。

通过以环境兴区为引领，河西区

加快构建独具特色的国际化、现代化

生态宜居高地，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等 6个国际组织授予“跨国公司最佳
投资城区”称号。

发展成果普惠于民

在推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的同时，河西区五年来，不断加大向教

育、卫生、就业、住房等民生事业的投

入，全区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累

计达 45.1亿元，年均增长 17.1%，全面
提高居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

教育优势得到巩固扩大，发展更

加优质均衡，完善学前区域联动、小学

教育发展联合学区、中学一对一互助

和教师柔性流动机制。河西区作为天

津市中心城区唯一侯选区上报教育

部参评全国教育工作先进区。

针对备受关注的“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河西区率先实施社区卫生服

务综合配套改革，推行社区卫生服务

标准化建设，新建、改扩建 12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68个社区卫生服务
站，布局合理的“15分钟社区卫生服
务圈”基本形成。

当第一架产自天津的空客 A320
飞机交付使用的时刻，我们为中国制

造能力的提升而自豪，如同任何进步

都会伴随着新的挑战，第一架天津总

装的空客 A320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
思考。据悉，这架空客 粤320飞机已由
奇龙航空租赁有限公司购买，并转租

四川航空公司。奇龙是一家具有中资

背景的公司。当制造、投资、运营等几

乎所有的业务都是中国公司开展的时

候，没有理由给国外分一杯羹，但是，

现实是我们的飞机租赁公司要远赴大

洋彼岸的爱尔兰注册，因为按照中国

已有政策，飞机租赁业务难以开展。

“现在的改革都是深水区的了。

改革开放 30多年，能给的政策，从国
家层面来说全给了。今后的改革任务

更艰巨，都是些看不见、摸不着底的

区域。”这是我们采访天津东疆保税

港区管委会主任张爱国时他发出的

感叹。

为什么中资飞机租赁公司多数

到国外注册？为什么多数中资船要挂

外国旗？除了税收流失的损失外，一

旦遭遇事故或某些国家政局变动，中

国政府将难以介入维权，属于中国的

资产将面临危险。这些问题，企业其

实都有考虑，但当政策瓶颈与企业利

润遭遇的时候，他们还是出于利润的

考虑而甘冒风险。

解决这些瓶颈的制约，解放生产

力，让市场释放出更大的活力是当务

之急。近年，天津东疆港积极探索港

口政策的“深水区”，“先行先试”，在

一些关键领域相继取得突破，并致力

于将东疆港打造成一个“政策高地”。

航运中心的产业链前提

张爱国主任说，国务院给天津的

定位是北方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

心，因为要建立这样两个中心，所以

2006年 8月 31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东
疆保税港区。东疆保税港面积 10平
方公里，包括了东疆港区规划的物流

加工区和码头作业区的一部分。2007
年 12月 11日，保税港区一期 4平方
公里正式封关运作，2012年 8月 18
日，东疆保税港区整体封关验收工作

已经完成，全国最大的保税港区全面

运营。

港口是航运中心的核心要素。但

是，是不是有了港口就一定是航运中

心了？张爱国主任回答说：恐怕还不

是。他说，一般将航运产业分为上游、

中游、下游产业。下游产业实际上是末

端，那就是码头装卸。中游是船舶运

输。上游是围绕着整个行业的服务，包

括航运金融、船舶交易、船舶指数、航

运法律、航运教育等等。从下游产业或

核心要素看，中国的港口已经做得非

常之大了。全球十大港口中有七大港

口是中国的，但是，到目前，能真正称

为国际航运中心的港口我们还没有。

破解政策制约

针对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东疆

保税港区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

先试政策，结合东疆的功能特点，认

真研究并起草了《关于北方国际航运

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方案》，2009年
2月 10日，天津市政府向国务院上
报了这个方案。

2011年 5月 10日，经过 27个
月的努力，在完成 9个国家部委的会
签后，国务院以国函【2011】51 号文
批复《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功

能区建设方案》。5月 19日，国家发
改委印发《天津北方国际航运中心核

心功能区建设方案》。

方案赋予东疆保税港区国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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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服务等八大功能，并给出东疆四

个方面的试点：一是国际船舶登记制

度的试点，二是国际航运税收政策的

试点，三是航运金融政策的试点，四

是租赁政策的试点。有了这四个试

点，东疆成为国内所有的海关监管区

中政策最优越的保税港区，同时也使

东疆港向自由港转型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政策高地”凸显竞争优势

目前，东疆在全国保税港区中

具有较强竞争优势，虽然在经济体

量上不是最大，但在功能创新方面

已经显现优势。

今年，东疆经济保持了高速增

长，主要经济指标均超进度完成全

年任务。 2012 年东疆计划完成
GDP24亿元，1—7月份共完成 14.9
亿元，增长 101.7%。全年计划完成税
收收入 7.2亿元，1—7月份完成 6亿
元（地方留成 3.85亿元），增长 107%。
全年计划完成进出口 34.7亿美元，
1—7 月份完成 29 亿美元，增长
163%。全年计划完成实际利用外资
1.5亿美元，1—7月份完成 1.2亿美
元，增长 80%。全年计划完成固定资
产 180亿元，1—7月份完成 102 亿
元，增长 30%。截止到今年 7月，东疆
累计注册各类企业 1004家，注册资
本 652亿元，其中内资企业 898家，
外资企业 106家，企业的平均规模
6000万元人民币。

总结东疆的发展，张爱国认

为：“没有政策的突破，我们将永

远难以做大做强。从功能来讲，有

开发区、保税区、高新区，这些区

域已经发展很多年了，政策允许

做的在其他区自然都做了。东疆

从 2008 年才开始起步，我们在设
施、资金、实力的竞争上没有优

势。因此，我们要靠政策创新上水

平。政策的落实、政策的突破是我

们工作的重心，这样才能带来区

域的发展。”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天津市的区县经济开始一枝独秀，

焕发出勃勃生机。一些区位优势独

特、自然条件优越的区域，已率先打

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以创

新的思路，走出一条优化产业结构、

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创新型社会的道

路，探索出城市化发展的新路径。天

津武清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十八大代表、天津市武清区区

委书记张勇向我们介绍说：努力把

区位、交通、生态等综合优势切实转

化为自身发展的竞争优势，是武清

抢占区域发展先机的前提和基础。

武清区区域面积 1574 平方公
里，辖 29 个乡镇街道，人口 95 万。
天津市九次党代会以来，武清坚持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滨海新

区开发开放战略机遇，大力实施城

市化为主导的率先发展战略，着力

建设京津之间最具实力和竞争力地

区，全区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今年 1—9月份，实现地区生产
总值 400亿元，同比增长 26.9%；实
现固定资产投资 385 亿元，增长
34.7%；三级财政收入实现 129 亿
元，增长 34%；农民人均纯收入
14023元，增长 15.7%。

生态武清的打造

环境体现一个地区的吸引力、

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

武清区始终坚持不懈地推进环境建

设，按照全市巩固发展奋战 900天
环境整治成果的部署，分为新城、重

点乡镇、主干道路沿线和全部村街

四个层次，开展了新一轮综合治理，

新增造林 3.5万亩，新建城市绿地
近百万平方米，武清自然生态、现代

靓丽的环境特色得到新的提升。尤

其是借助全市实施郊野公园的有利

契机，高标准实施了总长 15公里的
北运河综合改造工程，在全面提升亲

水生态景观的同时，规划发展沿线观

光旅游、设施农业、林果经济和特色

村庄经济，形成了“水清、岸绿、景美、

游畅”的滨河景观带、产业带，千年流

淌的大运河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率先发展“城市化”战略

近年，武清经济社会始终保持

快速发展势头，综合实力处于天津

市第一集团位置。对此，张勇书记

说，我们把城镇化作为关系全局的

大战略，集中打造以武清新城为龙

头、新市镇为支撑、新农村为基础的

城乡一体发展格局。

他们还以开发开放为基础提升

水平。武清长期致力于把抓大项目、

好项目作为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的强力抓手，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通

过开展“抓开工、抓投产、促落实”专

项督察，全区新签约项目开工率达到

80%，总投资 1266亿元的 94个市级
重点项目全面开工，64个竣工投产。

以产业优化升级铸就高端

近年，武清区还着力实施了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一是大力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依托产业龙头项目，引

进培育配套关联企业，加快构筑主

导产业集群。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和

扶持服务，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

业、科技“小巨人”，加快孵化转化载

体平台建设。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

和高等院校合作，对接海外人才创

业“千人计划”，着力引进产业转移、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项目。

建成天津大学等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二是推动现代服务业跨越发

展。以武清新城西部新区、下朱庄片

区和西北部功能新区为重点，规划

建设以总部经济和金融商务为主体

的服务产业园区。

三是积极发展都市型农业。建

成农科院创新基地和高村滨海农业

示范园，启动亚泰兰海现代农业产

业园建设，打造现代农业发展亮点。

民心工程是稳定之基

城镇化发展不可避免带来一些

社会问题，如何解决？武清区注重加

强基层社区建设，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发挥基层村委会和基层党组

织的作用。引导社区居民在生活方

式、就业观念、社会行为等一系列问

题上实现转变。新农村建设和基层

党组织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实现了

和谐稳定的发展。

国计民生是稳定之基、和谐之

石。武清区深入实施民心工程，把惠

民生、促和谐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过去 5年民生投入累计
达百亿元的基础上，着力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突出问

题，协调推进社会事业发展，让广大

群众及时享受发展成果。

通过加大惠民工程实施力度，

推进完善社区各项服务功能，切

实帮助社区居民解决一些实际困

难和问题。

“京津之翼，生态武清”，在不

断的创新、发展中，一个转型升级的

武清区已经亮相国际舞台。

东疆港：27个月
建设“政策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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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数升上来

彭飞 张燕丽

彭飞 张燕丽

武清区
京津之翼的腾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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