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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否
認天津是一座飛
速發展的城市，
但 持 續 高 企 的

GDP 增速並非它對中國經濟所做出的唯
一貢獻。作為國家定位的 「北方經濟中心
」，六年前天津領命上路，在抓好經濟速
度的同時，更注重經濟質量的改善，積極
探索綜合配套改革措施，解決了諸多制約
發展的瓶頸問題，為中國改革 「深水區」
的頂層設計積累有益的經驗。

改革總難免會遭遇艱難險阻，而改革
者卻從來不缺乏膽略和魄力。在資源環境
約束趨緊、經濟運行困難加大面前，天津
三年邁出三大步，在全國率先瞄準轉變發
展方式這個主題，大力開發新能源和可再
生資源，成為主動調整、持續調整的領跑
者；面對小城鎮建設中土地和資金等難題
，天津又創造性地提出以 「宅基地換房」
的改革措施，堅持承包責任制不變、尊重
農民意願的原則，在不新佔耕地前提下為
經濟發展騰出空間，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生
活質量提高、城鄉統籌發展等問題；在全
國大部分地區都在大幹快上地方融資平台
、急速擴充其負債之時，天津已經敏銳地
捕捉到日漸抬頭的融資風險，提前介入對
投融資平台進行整合，通過資源、項目和
公司的整合，對地方投融資體制進行局部
變革；甚至，改革的觸角還伸向了濱海新
區行政體制本身，通過大刀闊斧地撤併架
構、精簡部門、簡化審批，資源配置得以
優化，產業聚集效應得以實現，行政效能
極大提高，這 「一步到位」的思路和決心
，也為全國其他地區經濟功能區與行政區
劃之間出現的現實矛盾，提供了可資借鑒
的系統解決方案。

恰恰是改革 「深水區」的積極探索、
先行先試，才使天津的經濟社會各項工作
獲得快速發展的動力。而今，在它所交出
的考卷中，速度驚人，質量喜人。這種
「又快又好」的天津模式，對於國際社會

一些唱空中國的雜音，無疑是一種有力的
回應和反擊。

已過而立之年的中國改革，已進入以
全面調整利益關係為重點的改革攻堅新階

段，既有 「成長的煩惱」，也有 「轉型的陣痛」，亟
需解決改革動力如何進一步增強、發展方式如何實現
根本性轉變、社會管理如何真正創新等諸多課題。應
該看到，30 年的中國奇迹源於改革勇氣，30 年後改
革再起步仍需依靠改革力量，因為唯有改革，才是促
進發展成本最低、動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

縱觀天津的做法，沒有在困難面前畏手畏腳，沒
有在成績面前坐享其成，而是以 「捨我其誰」的使命
感和大視野，通過創新體制機制，理順利益關係，實
現從外圍改革向核心改革、從淺層化改革向 「深水區
改革」的切換，為中國新時期開發開放探路摸索。

從地方戰略上升到國家戰略，以濱海新區為發動
機的天津，被推到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第三次高潮的
前沿。值得期待的是，一個起點更高、魄力更大、步
伐更快、變化更大的天津，必將會讓世人感受到它的
「不同凡響」。

張高麗感謝《大公報》長期以來給予
天津工作的關心和支持。他說，《大公報
》1902 年在天津創刊，經歷了中國近現代
歷程，辦出了特色和風格，在不同的歷史
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貢獻。
近年來，《大公報》大力加強香港和內地聯
繫合作，弘揚中華民族精神，促進香港的
繁榮穩定，報紙的影響越來越大。希望百
年大報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實現更大發展。

張高麗說，從 2007 年開始，我們深入
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比較早地加快轉變
經濟發展模式。集中力量調整優化經濟結
構，大力發展實體經濟，構築高端化、高
質化、高新化產業體系、奮戰900天綜合整
治市容環境，加快建設生態宜居城市、連
續實施六個 20 項民心工程，切實保障和改
善民計民生，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戰
勝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衝擊，保持了社
會和諧穩定，民心民氣民力進一步凝聚。
最近四年來，我們每年都部署 「上水平」
活動，今年開展了 「調結構、惠民生、上
水平」活動，進一步提升經濟社會發展水
平，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生活水平。

張高麗表示，天津和香港聯繫越來越
緊密，香港在天津的企業有 6800 多家，天

津在香港的企業有100多家。希望兩地優勢
互補，不斷擴大各領域交流合作。

冀津港優勢互補擴大合作
張高麗建議姜社長一行深入實地多看

看，到群眾中去，聽聽老百姓的評價，真
實感受天津的發展變化，多提寶貴的意見
和建議。

姜在忠社長說，天津這幾年變化很大
，發展很快，境內外都非常關注天津的發
展和變化。我們實地看了多個地方，不但
對天津城市面貌的變化由衷讚嘆，同時在
採訪中了解到，天津的幹部和民眾對自己
作為天津人、在天津生活感到很自豪、很
驕傲，天津的幹部、民眾幹事業圖發展的
勁頭也被市領導調動起來了，發展前景令
人十分鼓舞。我們願意發揮境外媒體的優
勢和作用，把天津的思路、天津的實踐、
天津的經驗，介紹給讀者，架起天津和港
澳台及海外的橋樑。

姜在忠表示，《大公報》1902年6月17
日於天津創刊，今年迎來 110 周年報慶。
《大公報》的老家在天津，對天津有着特
殊的感情，《大公報》曾經在天津創下輝
煌的歷史。我們此行還將實地搜集、整理

一些《大公報》的史料，以及天津發展今
昔對比的一些情況，以豐富我們110周年的
報慶活動。

黃興國市長表示，《大公報》和姜在
忠社長都是天津的老朋友。《大公報》和
天津的淵源十分深厚，100多年前，天津是
當時北方的經濟中心，《大公報》在此應
運而生；經過百年的興衰輪迴，天津如今
重新成為國際港口城市、北方的經濟中心
，《大公報》也迎來發展的新契機。希望

《大公報》與天津緊密聯繫，成為溝通香
港和天津的橋樑。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段春華，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宣傳部長成其聖，天
津市副市長任學峰，天津市政府秘書長袁
桐利、天津市委副秘書長于秋軍，天津市
委宣傳部副部長、市委外宣辦主任龔建生
，天津市委外宣辦副主任龔鐵鷹，以及
《大公報》總經理盛一平、執行總編輯李
大宏、社長助理史汝霞等也參加了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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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
委書記張高麗（右九）會見本報
社長姜在忠（左九）一行，天津
市委副書記、市長黃興國（右八
），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秘書長
段春華（右七），天津市委常委
、市委宣傳部長成其聖（右六）
，天津市副市長任學峰（右五）
，天津市政府秘書長袁桐利（右
四）、天津市委副秘書長于秋軍
（右三），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
長、市委外宣辦主任龔建生（右
二），天津市委外宣辦副主任龔
鐵鷹（右一），以及《大公報》
總經理盛一平（左八），執行總
編輯李大宏（左七），社長助理
史汝霞（左六），大公網總裁林
學飛（左五），中國新聞部副主
任趙汝慶（左三），經濟部副主
任鄭旭榮（左二），大公報副主
筆鄭曼玲（左一）等參加了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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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22日在
天津會見並宴請了《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一行。張高麗說
，我們始終堅持求真務實，少說多幹，埋頭苦幹，踏踏實實做好工
作，真正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天津作為《大公報》的發源地，將全
力支持《大公報》的發展。他代表天津市委、市政府祝賀《大公報
》創刊110年，向《大公報》全體員工致以親切的問候。天津市委
副書記、市長黃興國參加會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右）會見本報社長姜在忠

【本報記者鄭旭榮天津二十七日電】天津社會科
學院副院長王立國接受本報記者採訪表示，借金融危
機的機會調整結構和轉變發展方式，是成本最低和效
果最好的，從這點來看，天津市的決策者們很有遠見
、策略與膽魄，天津的發展也由跟進型成為領跑型。

本月 24 日上午，記者走進天津市東麗區懷園小
區20號樓，在薄大爺91平方米的家裡，77歲的老人
正在看新聞，電視中恰巧播放希臘人上街抗議削減福
利的畫面。薄大爺有感而發地說： 「我們正相反，退
休金每年都在增加，如今一個月可以拿到775元。」
但在六年前，這個世代 「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壓根兒沒想過變成城裡人、領退休金、享受醫療保障
這等好事。

三改一化 城鄉一體
為解決三農問題，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天津通過

實施以宅基地換房辦法，展開建設示範小城鎮試點工
作。從去年開始，又進一步探索 「三改一化」（農業
戶口改為非農業、農村集體經濟改為股份制經濟、村
委會改為居委會），創新體制機制，實現完全意義上
的城鄉一體化。

到目前為止，包括薄大爺在內的近 40 萬天津農
民已住進了新的小城鎮。天津市發改委副巡視員郝玉
興說，計劃到2014年使百萬農民受益。

對此，上周到天津考察的國務院參事陳全訓稱，
天津社會建設與經濟發展齊頭並進，社會保持和諧穩
定。他認為，這是天津 「十一五」以來發展變化又好
又快的一個原動力。另外兩個原動力包括：經濟規模
與經濟質量同步提高，靠科技創新驅動經濟結構轉型
升級；各級幹部保持良好的精神狀態，想幹事、會幹
事、能幹事、幹成事。

金融危機 不退反進
「當 08 年金融危機來襲之際，天津市的決策者

不是被動應對，而是從危中尋機並主動搶抓機遇。」
王立國指出，天津市的戰略包括大力推進高新、高端
、高質的項目引進和建設，重點扶持發展科技型中小
企業，構築自主創新高地，結果實現了在應對金融危
機中經濟發展不減速反而提速。近五年來，生產總值
增速年年超16%，而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下降。

更可喜的是，經濟結構得到了優化。天津市科委
處長魏東形象地描述說： 「現在的天津大企業頂天立
地，科技創新型小企業鋪天蓋地。」

數據顯示，金融危機時天津確定重點發展的八大
支柱產業，去年產值規模達到1.89萬億元，增長29%
，佔該市工業產值的比重達到90.5%，其中，裝備製
造業產值超過 8000 億元。包括大火箭、無人駕駛機
、民用直升飛機等在內的航空航天產業更是從無到有
，並逐漸形成相關產業鏈和產業集群。此外，科技型
中小企業數量超過兩萬家，去年主營業務總收入超過
6000億元，同比增長64%。學者稱，這些中小企業成
為開啟天津經濟內生增長的發動機。

濱海新區 搶抓機遇
作為納入國家發展戰略的濱海新區，去年的生產

總值達到6206億元，是四年前的2.6倍，年增速均超
過23%，成為中國經濟名副其實的第三增長極。天津
市委副書記、濱海新區區委書記何立峰稱：「我們相
信，世界市場經濟是可以重新劃分的，就看誰能夠早
着先機，搶抓機遇。」

他總結指出，我們的基本做法，一是盡力而為、
量力而行；二是先謀後動、動則必成；三是有所為有
所不為，抓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的項目；四是要積極平

衡、動態平衡多種效益，不能只盯着經濟效益，要實
現整個社會的和諧發展。

去年，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李克強、賀國
強、周永康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天津調研，主題包括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等。

發展經驗 專家認可
國務院參事室主任陳進玉上周帶了由 40 多人組

成的國務院參事考察團到天津，他表示，要認真總結
和推廣天津的發展經驗。

據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教
授透露，目前包括國家有關部委官員和研究機構的專
家已形成共識：天津正在進行的是一個系統性的改革
，而非簡單的經濟發展模式探索，對於中國許多處於
同樣發展階段、面對類似發展問題的地區來說，具有
借鑒意義。而外國媒體普遍關注的是，天津的發展對
於區域經濟、尤其是東北亞地區的發展所起的帶動作
用。

他分析稱，要了解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
最好的樣本是深圳；要了解中國近二十年來的市場經
濟發展歷程，最好的研究對象是浦東；如果要展望中
國未來的發展模式和前景，最具研究價值的故事在天
津，尤其是濱海新區。何立峰介紹，現在濱海新區正
在進入第二輪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涵蓋了政治、經濟
、社會等十大方面。

「近三年裡，我六次來天津，次次新鮮，次次震
驚，天津的變化速度和質量難以想像。」人民日報社
社長張研農去年六月陪同中央領導到天津調研時對媒
體說， 「天津將改變中國的經濟版圖，堪稱中國模式
、中國道路、中國力量、中國速度的榜樣和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