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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投资比作恋爱的话，我更偏

向于持续稳健的感情，过度地炙热可能意

味着褪去时的巨大回撤风险。”兴全基金

旗下即将于 5 月 27 日起发售的兴全多维

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董理谈及投资如是表示。

据了解，此次发行的兴全多维价值是

兴全基金 2019 年以来发行的偏股型产

品。该基金股票资产投资比例灵活，在

60%-95%的区间中，用于投资港股通标的

股票的比例最多可以达到 50%，追求长期

稳健回报的投资者可以关注。

兴全多维价值即将发行

专版 Special Report
编辑：李铎 校对：肖仲 制作：高志翔

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智慧医疗峰会落幕 与会专家、企业家共谋人工智能应用

让“智能+”加速赋能实体经济

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党委

书记黄亚楼认为：“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

的融合不应是数量的放大，而应是维度

的扩张，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健康，将更

具前景，更具挑战。”中国联通网络技术

研究院院长张涌展示了中国联通基于

5G+AI的远程移动医疗车、智能呼吸机、

多中心远程协同手术等5G+AI助力医疗

产业方向的案例。北京阜外医院专家通

过中国联通5G网络进行了手术直播，首

次通过 5G 应用创新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5G+医疗”领域又一次实践在高效保

障手术室高清直播画面回传的同时，还

兼备了传输医学设备生理指标检测信号

的合路传输能力。该案例是5G数字化室

分实现的首个行业应用部署，是对5G时

代面向智慧医院场景下网络覆盖方案的

全新探索。张涌认为，随着5G网络的区

域覆盖，混合现实手术规划系统与异地

术中指导，将无边界地延伸到各个地域、

各个层级的医疗机构，实现不同地区医

师的无缝串联和类似现场的实施协同。

如今，智慧医疗的出现和应用已经

逐渐开始影响就医的方方面面，网上预约

挂号给越来越多的患者带来便利，人工智

能让就医变得更加简单舒适。此外，利用

智能影像识别技术可以辅助医生阅片，提

高医生的工作效率，降低阅片的漏诊率。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通过国家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笔试，能看900多种常见病的

“学霸”医生竟然是机器人。未来，借助智

慧医疗将让就医更加便捷、精准，救护更加

及时，人工智能为你治病将不再是梦想。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智能+行

业改造升级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天津港保

税区抢抓机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精准对

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新兴产

业，加强政策、资金及人才扶持。下一步，

保税区将整合优势政策及资源，引入更多

的AI+行业，推动创新性的人工智能技术

快速赋能行业实现产业化，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交流融合，打造智能科

技创新高地。记者 战旗 报道 贾磊 摄影

近日，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办，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与科大
讯飞智汇谷联合承办的“2019世界智能大会智慧医疗峰会”举行。本届
论坛以“智能+：实体经济升级赋能”为主题，300多位嘉宾莅临现场，重点
围绕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各行业，邀请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领域专家、企
业家共谋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落地。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与天纺集团签署纺织

工业园整体转型升级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

容，纺织集团与保税区将加快战略合作，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由

传统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由低端供

给向优质供给转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

变，使园区产业彻底转型升级。双方将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集约使用纺织园区土

地及建筑资源，完善相关功能配套，吸引大项

目好项目进驻新园区，提升园区集团总部和科

技研发基地功能，把新园区打造为国内具有竞

争力的高端服务业产业园区。 记者 战旗

保税区与天纺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实现工业园整体转型升级

日前，2019中欧城市科研创新产业

发展论坛举行。本次论坛将进一步深化

中欧双方在贸易、金融、科研创新、高端

装备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在互惠、互利、

互助的基础上促进中欧双方共赢发展。

会议期间举行了“地平线 2020”中

欧城市可持续城镇化创新平台项目成果

报告发布仪式、“地平线2020”中欧可持

续城镇化伙伴城市结对授牌仪式，公布

了《德阳100韧性城市战略实施方案》。

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作为本届论坛的承办方，天津港保税

区正加快推进中欧先进制造产业园建

设，促进“地平线 2020”项目落地，强化

保税区与北欧企业的交流合作，着力培

育京津冀协同发展新引擎，全面推进天

津与欧洲在区域合作、经贸往来、产业投

资等领域的合作，积极促进天津与欧洲

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推动

中欧城市共同繁荣。 记者 战旗

5 月 18 日，2019 亚太机器人世界

杯天津国际邀请赛（以下简称“天津国

际邀请赛”）在天津港保税区落幕。在

观赏性最强的RoboCupSoccer标准平

台组的比赛中，同济大学TJARK队摘

得桂冠，一场人工智能技术大赛让更

多市民对机器人有了新的认识。

本次大赛共持续3天，设有6个赛

项，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中国等

10余个国家的103支大学和中小学参

赛队伍在机器人人工智能领域一决

高下，最终34支参赛队伍脱颖而出蟾

宫折桂。“RoboCup 已经有 20 多年的

历史，最早起源于学术圈，由学者发

起，后来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起到

了技术推进的作用。”天津国际邀请

赛执行委员会主席刘莉说，这项比赛

比的是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是

人工智能的算法，硬件则包括机械、控

制等。这是一场“体格”与“智商”的双

重较量。

保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天津

国际邀请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升了

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的赛事影响力，

同时也激发了保税区人工智能产业创

新动能，通过赛事竞选人才，共塑机器

人产业未来，对推动天津AI领域、工业

机器人及教育机器人领域、智能制造

领域发展和引进高科技人才具有重要

意义。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保税区举办中欧城市科研创
新产业发展论坛——

促进中欧双方共赢发展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在保税区落幕

同济大学TJARK队摘得桂冠

近期，天津港保税区积极开展“清河行

动”。一是积极开展河道清淤治理，提升河道

水体水质。实施临港区域辽河道河道清淤和

河坡砌石维护工作，完成2.1公里河道清淤，河

坡砌石维护工程完成过半，预计汛前完成全部

工作。二是积极开展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提

升河道生态环境。对大沽排水河（海滨高速桥

至防潮闸段右岸）堤岸垃圾及杂草进行清理，

共清理垃圾31吨。三是积极开展清河行动，

加大河湖日常养护力度。累计出动人员 150

人次、打捞船 11 艘，清运浮萍、水草约 50 吨。

保税区城环局将结合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持续开展清河行动，加强长效管理，保证河道

无黑臭、无四乱，实现河湖管护全面覆盖、全

面落实。 记者 战旗

保税区积极开展“清河行动”

切实提升河道水体水质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安监局组织正达科

技、九三大豆、雪花啤酒、渤化永利、渤海石化、

临港公用事业6支企业30名队员兼职应急救

援队，在国家应急救援培训演练基地（中国海

洋石油培训中心）开展应急救援实操培训。本

次培训以场地实操为主，主要进行现场伤员急

救、泄漏抢险、高处作业和受限空间作业救援

等专题训练，将有效提升区域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能力，最大限度减少事故造成的伤亡和

损失。 记者 战旗

保税区培训企业兼职应急救援队

举行泄漏抢险等专题训练

亚太机器人足球赛上双方机器人对决亚太机器人足球赛上双方机器人对决

智慧医疗峰会现场

“这样的网约车出行服务真好，不仅

价格有优势，而且还有 APP 应急一键报

警功能，以后家人去滨海国际机场，就用

‘天津出行’接驳。”在前不久举行的世界

智能大会期间，体验过“天津出行”的孙先

生这样说。

记者注意到，随着本市智能产业的发

展，互联网+出行、车联网等服务也驶上

了快车道。而各种出行新服务的叠加，也

让智慧出行产业迎来了发展新动能。

大数据、人工智能加持智慧出行

开发区至滨海国际机场、天津火车站

单程超过40公里，而当地用户对穿梭于

这三大区域间的出行需求量很大，但使用

公共交通用时过长且无法做到真正点到

点接送，出租车和一般网约车则存在着价

格高、乘坐体验不佳、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等用户痛点。

正是看到了这一市场机会，福特中国

与天津出行联手推出了一种出行解决方

案——“动态巴士服务”，穿梭于这三大区

域之间，为用户提供全天候专车般的点到

点接送服务。记者注意到，这一出行服务

也得到了大数据的加持。据介绍，用户只

需通过天津出行APP或微信小程序提前

30分钟预约，应用平台就会借助动态路线

算法匹配在途车辆并计算每位用户的上

车时间，将最优路径发送给司机。

同样，世界智能大会期间，另一种智

慧出行服务也曾“刷屏”。由深兰科技自

主研发的熊猫智能公交车在中新天津生

态城上路试运行。该车搭载自动驾驶技

术、手脉识别系统、车载机器人、语音交互

系统、精准广告推送、乘客异常行为监测、

智能逃生应急系统等先进的人工智能技

术和功能。“车长约12米，以新能源磷酸

铁锂电池为驱动，自动驾驶技术等级介于

L3-L4之间，它同时也是一款豪华型的AI

客车。更多的舒适感、科技感、服务感的

体验，实现了真正以乘客为中心的智能服

务。”生态城绿色交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智能公交线路以中新友好图书馆

和信息园为始发和终到站，线路长度约

2.5 公里，单程运行时间 15 分钟，为市民

提供交通出行服务。

车联网智能技术满足出行新需求

“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是未来驾驶技

术的发展方向。在这次智能大会上看到

听到这么多智慧出行、网联汽车的应用场

景，亲身感受到了出行方式的巨大变革。”

作为专业观众，在高新区一家电商公司工

作的王先生感叹道。

让王先生同样自豪的还有总部位于

高新区的艾康尼克新能源汽车。在艾康

尼克展台，最引人关注的当属无人驾驶概

念车MUSE，其搭载了先进的车辆智能互

联用户体验平台——CEO.UX，为未来智

慧出行提供极致的乘坐体验。艾康尼克

新能源汽车公司创始人及总裁吴楠告诉

记者，公司自创立起就把推动智能交通和

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使命。有政府的大力

支持，有全产业链国际优质合作伙伴的助

力，有艾康尼克领先的出行战略、无人驾

驶技术和电动车产品，有信心将智慧出行

变为现实。

实际上，记者注意到，车联网的智慧

出行已经在滨海新区落地。世界智能大

会上，天津马可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展

台，就进行了交叉路口碰撞预警、绿波车

速引导等智能网联汽车驾驶的典型应用

场景展示。这些车联网智能技术的应用，

就像给车辆安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

让道路上不仅有车流还有信息流。据介

绍，如今，这些技术已经在滨海新区北塘

西站和开发区消防救援支队实际应用。

在业内人士看来，5G试验网自去年

以来在新区的不断落地，也在“助攻”着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加速发展。目前来看，

天津市尤其是滨海新区的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聚集优势，随着《天

津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

行）》去年出台，也更有利于相关企业的研

发、试验以及产品落地，“各种智慧出行的

新场景，正在滨海新区不断生根发芽。对

乘客来说，或许这是智能时代中，感知最

明显的生活方式变革之一。”

彰显军事文化内涵 CF百城联赛天津赛区省赛落地泰达航母主题公园

5 月 18 日，2019 穿越火线百城联赛

春季赛天津赛区省赛在天津泰达航母主

题公园拉开帷幕，本次赛事场地升级，也

是全国首次落地在航母主题场景，前苏

联海军王牌“基辅”号航母为主体的天津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与穿越火线百城联赛

风格上的契合，让穿越火线的选手能够

相聚在钢铁巨人“基辅号”，为至高荣誉

发起冲击！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以

“基辅号”航母为核心的大型军事主题公

园，拥有多种退役舰船及军事武备，是浩

瀚的“军事博物馆”，活动现场CFer也登

上航母，了解军事知识及世界国防前沿。

在夜色及灯光映衬下，“基辅号”航母

夜场灯光全新绽放,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和

神秘,让选手们进行比赛时能够产生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加上比赛间歇时间通

过航母舰体做的3D MAPPING技术还原

游戏内真实场景使选手及现场观众获得

独一无二的视听体验，为观众奉献了一场

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最终经过激烈角

逐“山城辣妹子”战队一路披荆斩棘，夺得

本次比赛的冠军，他们也将在接下来的区

域赛中继续前行，恭喜他们！ 广告

互联网+出行、车联网等服务持续落地

新区智慧出行产业驶上快车道
■ 时报记者 单毅 报道

遗失声明
王金龙，遗失2009年12月认定的专业

技术职务中级工程师证书，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展发水产养殖专

业合作社，注册号：120116NA000660X,申

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内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

宜。特此公告。（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

13920132036）

注销公告
国银博飞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5272943H,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内起

二十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

宜。特此公告。（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

13672017577）

注销公告
国银鹏飞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55272812M,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内起

二十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

宜。特此公告。（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

13672017577）

注销公告
国银航宇飞机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75903925W,

申请注销。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内起

二十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事

宜。特此公告。（联系人：张女士 电话：

13672017577）

◎ 近日，“动态巴士服务”“熊猫智能公交”等互联网+出行服务方式在新区
相继落地，为市民们带来了更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而以艾康尼克新能源汽车等
为代表的新区车企及相关企业研发的车联网智能技术，也在新区展开了实际应
用，满足着出行新需求

◎ 随着各种出行新服务的叠加，智慧出行产业迎来了发展新动能，驶上了快
车道。据悉，目前，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聚集优势，《天津市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也更有利于相关企业的研发、试验
以及产品落地

凯莱英牵头组建

天津药物临床研究
技术创新中心获批

时报讯（记者 王梓）近日，由新区药

企凯莱英牵头发起的天津市药物临床研

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获得

天津市科技局批准启动实施。中心将整

合天津市以创新药为主的临床研究优势

资源，打造一个具备国际水平临床研究设

计、药物经济学分析、真实世界研究数据

采集与管理、临床研究管理等综合服务能

力的药物临床研究创新服务产业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