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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杨维成 邵香云 周润健
芳菲五月，生机盎然。渤海之滨的

天津，再次迎来世界智能大会。

站在智能时代的风口，乘着世界智

能大会的东风，天津积极以“智能之光”

照亮产业向高端迈进之路，着力构建“大

智能”创新体系，加速培育“大智能”产业

集群。从海港城市到“智港城市”，一幅

“天津智港”的生动图景正日渐清晰。

抢占制高点
绘就“大智能”新蓝图

在天津滨海高新区，一直走在科技

创新前沿的物联网企业天地伟业，作为

人工智能领域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尝到

了智能科技带来的甜头。

2018 年，天地伟业自主研发推出了

全景多目智能摄像机，不仅对之前的技

术进行了深度融合，还能实现用一台摄

像机拍摄360度全景高清画面。

“这些应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

技术，推动了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公司连

续三年营收增长超过30％。”天地伟业技

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经理黄玉磊说。

天地伟业的发展，是天津以智能科

技驱动产业向高端迈进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快建设制造

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夯发展之基，蓄腾飞之势。去年以

来，天津将智能制造作为打造全国先进

制造研发基地的主攻方向，以推动制造

业智能转型和培育智能制造支撑产业为

目标，实施了《天津市加快推进智能科技

产业发展总体行动计划》等多个方案。

“人工智能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谋

求高质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全民

互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林说。

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换轨”，

一张抢占智能科技产业发展高地的新蓝

图已经绘就。

“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形成推动智能

科技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着力构建‘大智

能’创新体系，加速培育‘大智能’产业集

群，为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提供全新动能。”天津市副市长赵海山说。

培养领军者
建设“大智能”集聚区

2005 年，高新技术企业中科曙光落

户天津，转年在天津高新区完成注册。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作为第

二届世界智能大会“会、展、赛”的

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届世界智能驾

驶挑战赛昨日在本市开赛，通过一

系列比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技术

与汽车产业融合、协调、可持续发

展。挑战赛期间，来自国内外的91

支参赛队伍将在无人驾驶、智能辅

助、信息安全等领域展开角逐。

据悉，本届智能驾驶挑战赛旨

在通过无人驾驶、智能辅助、信息

安全和虚拟场景等一系列立体化、

实践性、全方位的测评，为智能汽

车科技进步、标准法规交流、社会

消费科普提供权威、公正、第三方

的服务。挑战赛设置无人驾驶组、

智能辅助组、信息安全组、虚拟场

景组四大组别。其中，无人驾驶组

的比赛分为越野赛、高速公路赛、城

市街区场景赛三个环节进行，参赛

车辆按照交通规则在测试区域内按

设置路线和项目自主驾驶行驶，以

此考核智能车的感知、规划、决策

和控制能力。本届挑战赛报名参

赛的队伍总数达到 91 支，比上届

参赛队伍数量增加一半，其中国外

参赛队伍 9 支，也是国内首次有国

际车队参与的智能驾驶赛事。

除 NORTH & IMECAS &

Sussex & BUAA联队、“京龙”、江铃

智研队等国内外科研机构、高校、企

业的无人驾驶车辆外，天津大学猛狮

车队、天职师大智能车等多个本市参

赛队伍也参与角逐。（下转第二版）

昨天，新华社播发通讯，报道了天津着力构建“大智能”创新体系，加速培育“大智能”产业集
群所取得的成绩。而滨海新区作为“大智能”产业的主要阵地，涌现出了一批智能制造领军企业。

“智能之光”照进津门大地
——天津加快建设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新高地

时报讯（记者 单毅）记者从世界

智能大会组委会获悉，天津市政府与

阿里巴巴5月15日签署了《新零售之

城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共同推动“津

门老字号”接入天猫和口碑。不仅如

此，未来 3 年 30 家盒马鲜生落地天

津。天津街头还将涌现一批口碑智

慧街区和天猫智慧门店。

今年 4 月，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将

打造“新零售之城”，用阿里提供的新

零售智能服务提升城市的生活品质，

让“新零售”从一种创新商业模式，落

地为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据介绍，

此次基于天津市政府和阿里巴巴签

署的战略合作，过半“津门老字号”接

入天猫和口碑，天津麻花、煎饼果子、

狗不理包子可以借此走出天津。此

外，盒马鲜生也将覆盖天津主城区。

天猫小店、智慧门店、银泰百货、口碑

智能街区也会共同推进当地零售业

数字化转型。高德导航作为“新零售

活地图”，也将与天津共同打造便民

生活、出行和旅游服务，提升本地市

民的生活品质。

◎云集91支队伍 ◎设置四大组别

第二届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开赛

本届挑战赛报名参赛的队伍总数达到91支，比上届参赛队伍
数量增加一半，其中国外参赛队伍9支，也是国内首次有国际车队
参与的智能驾驶赛事。

挑战赛将在无人驾驶、智能辅助、信息安全等领域展开角逐。

本市联手阿里巴巴
建“新零售之城”

塘沽机扫管理中心全体职工加班加

点，对所辖90条道路进行全面大清洗、大

扫除，对所辖道路的灯杆、果皮箱等城市

家具进行修复、更换和清洗；区环境局绿

化管理三所对被损坏的新北路与津塘公

路交口处的三块街角绿地修补；新港市

容管理中心70余名党员干部义务植树，

共栽下金银木150株……记者从滨海新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总指挥部下设的8

个分指挥部了解到，各指挥部创文如火

如荼开展，一线工作情景已经成为新区

的一道“景观”。

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4 月 13 日，城市建设分指挥部组织

区建交局、区规国局、区邮政管理局，塘

沽街、汉沽街、大港街道办事处，中塘、新

城、杨家泊三个涉农街镇和5个功能区等

成员单位分解任务，落实指标责任。目

前，各功能区、各街镇均在显要位置悬挂

了创文宣传标语；区建交局督促建筑企

业进一步加强了工地围挡的创文标语和

公益广告的宣传；全面开展对主次干道

和城市路灯装灯率和亮灯率等情况排

查；着手对城市排水设施进行自查，摸清

底数，加大对排水设施的养管力度；增派

人员大力加强对公众公司所属停车场的

监督管理。 （下转第二版）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新区开足马力

8大指挥部创文行动全面铺开
■ 时报记者 李铁军 报道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4月份，国民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生

产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

从生产来看，工业生产增势明显，服务业增

长平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实际增长7%，增速比上月加快1个百分点。4月

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增速比上

月回落0.3个百分点。

从需求来看，消费、投资增速略有回落，外贸

增速由降转升。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增长 9.4%，增速比上月回落 0.7 个百分点。1

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7%，增速

比1至3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4月份，进出口

总额同比增长7.2%，上月为下降2.5%。

与此同时，就业和物价保持稳定。4月份，全

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比上月下降0.2个百

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7%，比上

月下降0.2个百分点。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8%，涨幅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

4 月全国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7%

据新华社电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15 日

在京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2018）》显示，我国城乡享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

比例均超过98%。

新一轮医改启动至今，我国着力织牢织密医

疗保障网，不断惠及广大城乡老年人。中国老龄

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王深远当天在发布会上介绍，

根据报告，2015年，城乡享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

比例分别达到 98.9%和 98.6%，比 2006 年上升

24.8个百分点和53.9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有网上购物和旅游消费行为的老

年人比例分别为12.4%和14.31%，旅游日益成为

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新选择。报告也表明，我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面临失能、半失能老年

人口数量较大等严峻挑战。

此次发布的报告主要依据第四次“中国城乡

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该调查由全国

老龄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主办、国家统计局批准，每五年开展一次。

我国超98%老人
享有医疗保障

2018世界智能大会CXO论坛召开

新区构建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

昨日下午，作为第二届届世界智
能大会“智能科技领军人物论坛”活
动之一的2018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
技产业发展CXO论坛，在空港经济区
科大讯飞智汇谷举行。论坛以“AI赋
能——智能科技改变世界”为主题，
围绕探讨智能科技发展和产业应用，
解读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

■ 智能科技改变生活方式
■ 新区力挺智能企业发展

北塘街重塑
现代“鱼米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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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世纪广场年底以街心公园亮相塘沽世纪广场年底以街心公园亮相

广场变成“云”长廊
未来这里“长”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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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能驾驶挑战赛比赛现场 本组图片 记者 贾磊 摄

■ 街心公园将
以“水之年轮”
为设计概念

■ 以“涟漪”
特色铺装为主
线贯穿全园

驻守“月宫”370天
志愿者顺利出舱 4 版

凭借帕托和王杰两粒进球

亚冠权健2∶2恒大
历史性进入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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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品牌 推广稻田养蟹模式
◎提升质效 做精水产品养殖
◎搭建平台 启动北塘智慧农业项目

华清智能研发的机器人移动底盘

工作人员在操作无人驾驶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