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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一个黄金发展期
7年后建成美丽天津

天 津 人 民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大

事———2013 年天津“两会”，本月 25
日和 26 日在天津大礼堂隆重开幕。
未来天津如何按照中央要求实现城

市定位，成为此次两会上代表、委员

们最为关注的焦点。天津市市长黄

兴国在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表示，有

信心再造一个黄金发展期，到 2017
年，使全市生产总值跨入 2 万亿门
槛；到 2020年，实现天津城市定位。

黄兴国在报告中总结了天津过

去五年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形容为

“极不平凡”。2012 年，天津生产总值
12885 亿元，是 2007 年的 2.5 倍，年
均增长 16.1%，人均生产总值 1.48
万美元；地方财政收入 1760亿元，是
2007 年的 3.3 倍，年均增长 26.7%；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871 亿元，年
均增长 3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921 亿元，年均增长 19.6%；外贸进
出口总额 1156 亿美元，年均增长
10.1%；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
12.6%和 12.1%。

按照中央要求，到 2020 年将把
天津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

科教发达、设施完善、环境优美的国

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

城市。而过去五年的奋斗无疑为天

津下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兴国市长在报告中总结说，五年

来天津在先进制造业领域实施的重

大项目有 180 项，新形成的八大优势
支柱产业占全市工业的比重超过

90%；服务业重大项目 160 项，服务
业占全市经济的比重提升到 47%。
这些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

整经济结构的投资，极大地提升了

天津的城市影响力，截至目前，在津

落户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 152 家，国
内 500强企业 201家。

2013 年天津市政府的工作重点
将放在着力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建

设，着力推进大项目小巨人楼宇经

济发展，着力推进“三区”联动，着力

推进生态环境建设，着力推进社会

事业发展，着力推进民心工程这六

个方面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

确定为 13%。今年计划推出的新一
批工业重大项目包括，建成超大型

航天器、无人机生产基地、长城汽车

二期、大众汽车变速箱、卡特彼勒发

电机组等项目，同时制定新一轮扩

大开放的政策措施，实施面向 500强
企业招商引资的“三年行动计划”。

在城市定位的总体框架中，北方

经济中心是核心，是第一位的。而天

津要成为经济中心，必须要具备与

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综合实力，包括

较强的经济实力、资源配置能力、服

务辐射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五年

来，天津先后实施产业化重大项目

140项，拥有了“天河一号”、“曙光星
云”超级计算机等一批国际领先水

平的科技成果，新引进 31 家国家级
科研院所，新增 23个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建成一批国家级工程中心、企

业技术中心和重大科技创新平台。

专利申请 14万件，授权 5.9 万件。全
社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生产总值的

比重由 2.3%提高到 2.7%，综合科技
进步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在此次人

代会上，市长黄兴国提出，在未来五

年，天津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支出占

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 3%以上，这
意味着天津将有意构筑引领驱动作

用明显的科技创新高地。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2013 年，天津将开始着手
实施科技小巨人三年行动计划，全

年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 1 万家，小
巨人企业 400家，打造更多技术水平
高、发展潜力大、拥有“杀手锏”产品

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实施 10个重大
科技攻关专项，形成一批高水平科

研成果。

促发展是为了惠民生。近年来，

天津通过连续实施 6个 20项民生工
程，把 70%以上的财力用在民生领

域，五年新增就业 218 万人，城乡居
民收入分别增长 12.6%和 12.1%。黄
兴国市长在报告中承诺，今年天津

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将基本与地方财

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同步。城

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10%和 13%。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3.5%左
右。不仅全年新增就业 48 万人，而
且还将落实好各项增加居民收入的

政策措施，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养老金和居民基

础养老金，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助

标准由人均 300 元提高到 420元，新
建保障性住房 8 万套，新增租房补
贴 1 万户。加快中心城区危陋房屋
改造，全面实现“城中村”三年改造

目标。积极发展养老事业，新增养老

机构床位 5000张，新增老年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 80个，中心城区老年助
餐社区覆盖率提高到 90%。无疑，这
些措施的落实，将让天津人更感幸

福。

以信息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进入 2013 年，如何通过创新实
现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人们关注的话

题，在今年召开的天津市“两会”上，

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电信党组书

记董苏敏着重向我们阐述了信息化

的重要性。信息化领域的一系列创

新空间以及信息化对产业转型升级

的推动作用令人憧憬。

2013年，天津电信有力把握天
津市“十二五”规划信息化与滨海新

区开发开放机遇，坚持以聚焦客户

的信息化创新战略为指引，以移动

业务为核心、宽带业务为基础，统筹

兼顾综合业务和转型业务，根据天

津市港口与工业城市特性，改善经

营结构，聚焦重点区域、重点市场、

重点产品，抓渠道规模和能力提升，

注重抓价值链上下游的合作共赢，

坚定不移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同时，

不断扩展行业信息化战略合作，政

企行业应用创新开发和落地规模推

广持续加快，推动完成了集团公司

与天津市政府间的战略合作协议与

智慧城市协议，助推重点行业、重大

项目的信息化建设与改造，已为 20
多个行业与七千余家企业提供了针

对性的信息化解决方案。

如何让信息化与天津的发展相

结合？对此，董苏敏委员认为，十八大

提出“新四化”目标，信息化是其中之

一，是很有前瞻性的，是符合历史趋

势的。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化是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互联网和新技

术、新产业、可再生能源的深度融合。

天津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及时转型

升级，将对未来的发展意义深远。在

企业方面，也需要认认真真抓好转型

升级。要很好地利用信息化手段，促

进服务业发展。天津具备抓好服务业

的条件，服务业也非常需要信息化做

支撑。对于我们通信行业来讲，服务

业带来的效益是最大的。

董苏敏委员认为，天津第十次

党代会明确提出建设智慧天津，以

云计算、物联网做技术支撑，非常符

合世界发展趋势。城市必须是智能

化的，否则其功能会大大减弱。天津

作为直辖市，更容易实现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有三大核心领域，一是整

个产业必须是智能化的，二是社会

生活必须是智能化的，三是所有的

服务，尤其是政府的服务必须是智

能化的。实现这些目标，绝对离不开

信息化的支撑。

据悉，在为城市提供信息化支撑

方面，中国电信提出了“宽带中国，光

网城市”的目标。在“十二五”期间，要

将现有的家庭 8兆网速，提升到 20
兆。目前，中国电信所进入的小区，基

本都能达到 8兆网速。对企业用户，
过去是 10兆速度，未来将向百兆千
兆提升。在 WIFI领域，中国电信已经
实现了热点覆盖，在公共场所、校园、

机场、咖啡厅等场所可以轻松上网。

在移动业务上，中国电信也全部覆

盖，并拥有数十万智能手机用户。

董苏敏委员认为，第三次工业革

命实际上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她

将改变整个世界的经济模式，数以万

计的个人或小企业将在自己的家里

实现生产与交互。中国电信作为国内

的主要运营商，一定要担当互联网时

代的信息化建设重任，通过先进的云

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先进手

段，力推智慧天津的建设，加快和提

升城市的智能化管理水平和产业的

转型升级。他最后指出，智慧天津虽

然实现起来可能很难，但这是第三次

工业革命必须要做的大事。

本报记者 彭飞 张燕丽

从“小”做大
“天一重组”十年圆梦

十年前，中国最大的汽车集团、享有中国汽车工业“摇篮”

美誉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集团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联合重组协议，这就是业界熟知的“天一

重组”。

十年后，重组后的“天一”，产销量达到 70万辆，是重组时
的 15倍；经济规模突飞猛进，超过 1000亿，增长 32倍，利税总
额突破 200亿元，走到了天津工业系统的前列，员工收入成倍
增长，并拉动地方就业 15万人。“天一重组”时设定的 2010年
的发展目标，已提前两年超额完成，“做大一个夏利，新建一个

丰田，救活一个华利”的战略构想已经达成，实现了天津市、天

汽集团和一汽集团的三方共赢。

在日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三届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记者见到了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

助理、一汽天津事业部党委书记、天津一汽夏利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刚。他说，把天津一汽夏利不断做强做大，是“天一重组”

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十年来，天津一汽经过“融合、共识、共

事”、“止血、输血、造血”、“扭亏、改革、发展”三个阶段的不懈努

力，企业扭亏为盈，产销迈上了 20万辆的新台阶。经过第二次创
业,天津一汽的老产品全部更新换代，动力总成也实现了同步升
级；先后建成了两个新工厂、新研发中心和整车监察工厂，改造

了两个老工厂，打破了产能瓶颈，工厂面貌焕然一新。

王刚说，进入“十二五”，尽管中国的汽车市场呈现出“国内

市场国际化、行业竞争白热化”的严峻形势，但是党的“十八大”

已经为我们确定了到 2020年基本建成小康社会、GDP和居民
收入再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中国的经济仍将保持稳定较快发展

势头，汽车市场经过震荡调整后将出现复苏的态势，出口量也

将继续上升，中国汽车的千人保有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汽车

市场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未来

充满信心！面对新形势，我们制定了涵盖“一个愿景、五个目标、

三新战略、六个突破”的“十二五”发展战略。愿景是：“造小车精

品、做小车大师、建和谐企业”；目标有五个：一是实现产销 60
万辆，销售收入突破 300亿元，海外销量的贡献度达到 10%；二
是形成“夏利、威志和新品牌”三个品牌、系列化产品的新格局；

三是新建两个生产基地，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海外；四是质量和

服务水平达到自主品牌细分市场的第一；五是员工收入稳步增

长，达到天津市工业企业的先进行列。

据悉，今年 3月份，天津一汽跨界版风格小车———夏利 N7
将正式上市，加上已有的夏利 N3和夏利 N5，夏利已经逐渐成
长为完整的车型系列，标志着天津一汽在技术含量和产品质量

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威志品牌目前规划了“V2、V5、V6、V7、
V9”五款车型，威志 V2和 V5已经投放，威志 V2正在开发右舵
车，以满足海外市场的需要；威志 V6、V7和 V9的开发工作已
经全面启动，将按计划陆续投放；“十二五”期间，“天一”还将精

心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开发 CUV、SUV等系列新产品，全面进
入 SUV这块新兴市场，支撑新品牌战略的实施。到“十二五”末，
天津一汽将形成三个品牌九款新车的产品新格局，向实现产销

60万辆和百万辆“小车大师”的企业愿景不断迈进！

“移动改变生活”今年一定会让

天津人有更深切的感受。出席天津

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代表，中国

移动通讯集团天津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权明富透露说，今年 6月
份以前，天津公司将实现 4G 网络在
天津中心城区的全覆盖。它能提供

的上网速度要比目前的 3G 网络快
十倍。

权明富总经理说，黄兴国市长

的政府工作报告令人鼓舞，他在报

告中说，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

作为天津主导的、规模最大的、实力

最强的通信运营企业，我们有责任

和义务来推动天津信息化建设。

2013年，天津移动要紧紧围绕天津
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全力加快移

动网络的建设。推进天津无线城市

的步伐，不断完善无线城市的功能、

内容，为天津建设成为北方经济中

心、国际港口城市、宜居家园做出我

们的贡献。今年天津移动的工作重

点是做优 2G网络，做强 3G网络，设
计好 4G网络。尽快地做到只要是有
人员活动的地方就有移动网络覆

盖。不管是电梯间、地下车库还是哪

一个角落，都要有移动信号的覆盖。

现在人们手机上网越来越普及，信

号不好，网速不快就是大家最郁闷

的事。我们正在努力，要在 6月份之
前，把 4G网络在天津中心城区建设
好。权总解释说，4G 是第四代移动
通信技术的简称，这是由我国主导

制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通

信国际标准之一，是目前国际两大

通用的 4G 标准之一，具有技术先
进、传输速率高、频率使用经济等特

点。4G网络的信号深度覆盖能力远
高于现有的 3G 网络，网速可达 3G
的十多倍乃至数十倍，最快速度可

达百兆。到那时我们上网的速度能

够快到什么程度？在网络信号良好

的情况下，4G 网络下载一首 苑酝 大
小的高品质歌曲只需 员秒钟；下载
一张 700M 的 CD 文件只需 圆分钟；

下载一部 2.8G 的大英百科全书，8
分钟可完成；下载一部 40G 容量的
蓝光 3D 影片，只需两小时，而现在
一般的家庭 4M宽带最少需要一天。

权总说，我们已经建立起无线

城市的信息平台，下一步就是如何

利用。因为在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

下，网络终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

如云计算，在没有高速网络的情况

下，云计算几乎没有意义。网速对云

计算等相关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提升作用，随之而来的还有计算能

力、存储能力的变化等。有了更快

速、覆盖更全面的网络，我们可以提

供医疗的服务、导航的服务、教育的

服务等等方便我们的生活。借助于

现代化的通讯网络，还可以为各行

各业做好信息化的服务和信息化的

支撑。比如组建办公网、组建信息

网，利用网络实现远程遥控、实时监

控等都是可以实现的。不久的将来，

你就会发现，我们的手机用处越来

越大，它几乎可以做到足不出户的

情况下，满足您的所有需求。

天津 4G网络 6月前建成
本报记者 杨子炀侯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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