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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有来拉面馆，遗失食品

经 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6912045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海岸盐碱地生态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企业产权登记表一份，编号：

1200002013060803036,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滨海新区泡泡对味火锅店，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号：

JY21200160014905,特此声明。

“经开区对我们来说是块福地，作为

创新研发型转化成产业的公司，在开发区

的支持和帮助下，每年都有很多新项目创

新出来。”提起落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后公司取得的快速发展，天津飞旋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洪申平对记者表示。

记者从天津开发区了解到，今年以

来，经开区认真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要求，通过多种举措，进一步集聚

资源、完善平台、优化环境、提质增效，建

设科技创新高地，为产业升级打造新引

擎，为区域发展提供新动能。

科技企业茁壮成长

入选2018年度天津开发区科技瞪羚

企业的天津飞旋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经

开区孵化培育起来的本土企业，自 2012

年落地以来，从研发到产业化，一路茁壮

成长，并成功将完全自主研发的磁悬浮鼓

风机出口到欧美市场。9月7日，其正式

推出了“磁悬浮+”系列产品的新成员

——磁悬浮透平真空泵，应用到造纸行

业，可以使得造纸工艺能耗下降百分之五

十左右。这项技术水平国际领先的产品，

正式拉开工业真空泵“高效”“智能”“磁悬

浮+”的新时代帷幕。“目前，真空分子泵、

高速电机、鼓风机、变频器四项产品年销

售约4亿多元，且最近几年每年都翻番。”

洪申平表示。

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内在发展规

律，经开区始终坚持按照企业发展的不同

阶段，精准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和举

措，帮助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使经开区不

断涌现出一大批本土创新龙头明星企业。

目前，新认定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374

家，科技领军企业和科技瞪羚企业84家。

康希诺生物成为天津市第一家在香港联交

所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赛诺医疗成为天

津市唯一一家获得证监会审核通过的国内

科创板企业。凯莱英成功入选天津市首批

综合性技术创新中心。利安隆新材料首次

荣登“中国石油和化工企业500强”榜单。

达因建材、中航百慕等一批重点科技企业

产值实现了50%以上的增长。

创新环境不断优化

6 月中旬，2019“泰达-华博杯”华侨

华人创新创业大赛终极决赛在天津开发

区泰达双创示范区成功举办，涌现出一批

优秀成果。大赛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

能装备、节能环保等重点产业领域，共吸

引了来自海内外的 1629 支团队、2927 人

报名参赛，最终完成方案提交7472个。8

月31日，由天津开发区科创局、泰达科技

集团共同承办的第四届中国创新挑战赛

(天津开发区)暨2019第六届泰达创新创

业挑战赛正式开启报名系统。这是继

“2017第四届泰达创新创业挑战赛”被科

技部列入“第二届中国创新挑战赛”，成为

天津市唯一入选的双创赛事后，再次跃升

为“国”字头全国性比赛的经开区赛事。

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为统领，经开区全力打造具有泰达特

色的科技扶持政策体系，并不断进行完

善。目前，已形成以“泰达科技创新十条”

为核心的“1+N”科技政策体系，全力聚焦

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创新创业人才等创

新要素，提升创新创业活力。

“泰达科技创新十条”全面落实，推

动创新要素和科技企业的聚集，打造科

技创新高地。协同创新平台加快构建，

天河科技园、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京津

冀大数据协同处理中心、京津冀众创联

盟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链接先进技术、

人才和资源，全力搭建科技创新平台与

服务体系。重大科技载体建设加速推进，

军科院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成功落户。双

创载体加快聚集，16 家市级以上载体集

聚各类创新型企业2346家。

各类人才加速汇聚

“海河英才计划”效果彰显，政策实施

以来，经开区已落户人才9806名，引才落

户数量在各开发区中名列第一。高层次

人才不断涌现，71人获得“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称号，10 人获得“天津市有

突出贡献专家”称号，24 人入选“131”创

新型人才工程。创新型技能人才加快培

育，制定专项行动计划，实施八项重点工

程，打造四类支撑体系，更多高水平专业

技能人才落户泰达，扎根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高技能人才培

养，经开区加快落实“海河工匠”建设政

策，积极推动企业申请认定“海河工匠”企

业培训中心，并推进已入选的企业培训中

心积极开展相关培训业务。截至目前，经

开区已累计入选企业培训中心20 家，在

未来区域技能人才培养工作中，企业培训

中心将发挥主阵地作用。

天津开发区多举措为科技创新搭台铺路

“经开区对我们来说是块福地”
■ 时报记者 张文弟 报道

◎ 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天津开发区始终坚持按照企业
发展的不同阶段，精准制定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和举措，帮助科技型企业茁壮
成长，使经开区不断涌现出一大批本土创新龙头明星企业

◎ 经开区全力打造具有泰达特色的科技扶持政策体系，并不断进行完

善。目前，已形成以“泰达科技创新十条”为核心的“1+N”科技政策体系，全力
聚焦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创新创业人才等创新要素，提升创新创业活力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近日，记者从

天津飞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旋

科技”）了解到，该公司正式宣布已完成

2亿元B轮战略融资，本轮融资由天创资

本领投。飞旋科技方面表示，本轮融资

资金已经到位，未来将用于公司新技术、

新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以及市场营销和

渠道网络建设。

“我们是一家从北京开始研发，在

新区实现转化的科创型企业，是滨海新

区孵化培养起来的本土企业。”日前，天

津飞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申平接

受记者采访时，感慨于落地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后公司取得的快速发展。据

介绍，飞旋科技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012年落户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

内首家从事磁悬浮轴承技术研发和产

业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也是目前唯一

一家通过独立自主研发，拥有磁悬浮轴

承整体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并具备跨行

业应用能力的公司，多个型号产品先后

入选国家工信部节能目录，获评“能效

之星”。

据了解，公司成立 13 年来，聚焦技

术研发，先后突破多项国际上的技术封

锁，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创造了多个世界

和国内首次：2009推出首台国产磁悬浮

分子泵、2015年400kW纯风冷磁悬浮高

速电机以及全球最大 400kW 磁悬浮高

速离心式鼓风机研发成功、2017年再次

突破自我成功研发出全球最大1000kW

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2018年研发成功

世界首台磁悬浮透平真空泵并投入造

纸行业。目前，公司四项主要产品年销

售 4 亿多元，且最近几年每年都翻番。

磁悬浮鼓风机已在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

治区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去年曾作为国

产磁悬浮离心式鼓风机首次进入欧美

市场。

时报讯（记者 战旗）上周周 K 线震荡收

阴，有一定下影线且进入前期密集区下边位，

沪指继续在3000点位附近拉锯。

当前科技板块仍为市场人气龙头，但由于

权重股连续调整，表现不佳，使得股指一度缩

量不前，徘徊不定。当前整体市场资金仍为存

量资金博弈，增量资金仍较为有限，使得整体

股指持续发力比较困难。目前，指数处于5日

均线和10日均线下方，但10日均线已经上穿5

日均线，向上压力仍在。此外，一般来说，大长

假前市场都不太强，同时，目前均已进入到今

年初密集区下边且三大指数的短期技术指标

过高，加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及外围市场的不

确定性风险影响，因此，参与市场仍须保持谨

慎的策略。投资方向上，资金在近期轮动态势

非常明显，但有一点不变的是“低价、低位”成

为资金的主要关注点。

■ 相关链接

新区企业飞旋科技完成2亿元B轮融资

长假前须保持谨慎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日前，载有法国冷

冻牛肉的集装箱货轮停靠在东疆保税港区内

的太平洋集装箱码头。这是法国牛肉17年后

重返中国市场。当日下午天津东疆海关迅速

响应，在区内保税查验库进行查验工作。

据了解，2001年，因欧洲疯牛病危机爆发，

中国禁止从法国等13个欧洲国家进口牛肉。

此次首批抵津的法国进口冷冻牛肉总货值17

万欧元，数量为20吨。

登陆东疆 法国牛肉重返中国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日前,由滨海新区

教育体育局、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举办

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暨第六届滨海新区师生书画大赛优秀作品展

在滨海新区美术馆拉开帷幕。

此次书画大赛历时五个月，参赛师生一

万余人。评委们遴选出 200 余幅国画、书

法、油画、水彩（粉）画、版画、素描，儿童画等

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

充分展示了滨海新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面

貌，表达了师生热爱滨海、热爱校园，热爱祖

国的赞美之情。

悬念建构
从现实到艺术

“这个题材最打动我的，是因为有着

特殊的意义，而且在中国很少有人涉及。”

刘伟强坦言，接下《中国机长》的拍摄任务

后，自己非常兴奋，但与此同时一个困难

也摆在了面前——如何将这一事件艺术

化，“核心大概只有34分钟，从起飞到发

现风挡破裂，再到从高原回成都，安全备

降。但我们要明确，电影就是电影，是一

种艺术形式，必须要把很多元素以艺术加

工的方式融入其中。那么，我们怎么去通

过艺术加工，把这个事情变成一部电影

呢？”疑问的提出，让刘伟强首先想到了几

个方面，“风挡爆裂后，机长和机组人员是

怎么处理的？乘客又是怎么反应的？地

面有什么部门发现了这个问题，又是如何

帮助飞机完成备降的？”但事实上，这些问

题在事件发生后，已经有过很详细的的新

闻报道，外界对飞机成功备降的结果也都

比较了解，影片仍旧需要在悬念设置和紧

张气氛的营造上下工夫。

“因为观众在进影院之前就知道，最

后的结果是‘没事了’，所以我们必须进行

艺术加工，比如飞机怎么开回去的，在回

去的路上我们要想办法设置挡路的‘障

碍’，机长会想办法绕过‘障碍’。那么，这

之后还会遇到什么呢？而在备降后，他们

同样也要处理很多问题。”刘伟强认为，这

些都是新闻较少关注的方面，也是观众不

太熟悉的地方，“所以，大家会持续被情节

吸引，电影要做到的，是给观众一种‘过了

一关又一关’的感觉。”

细节呈现
从英雄到普通人

暑期档，由刘伟强监制的《烈火英雄》

赢得广泛好评，特别是片中对消防员生活

和性格的刻画，因其区别于以往艺术作品

中脸谱化的思路感动了不少观众。而这一

次，在《中国机长》中，刘伟强同样希望让人

们看到“英雄机组”背后的故事，“电影里会

有很多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内容，比如

张涵予会让大家看到一位民航机长家庭生

活的细节，欧豪是比较年轻的副驾驶，他会

展现出年轻人对航空的热爱，再比如袁泉

饰演的乘务长，在危险来临之时，她会专业

地安抚乘客，也会像大姐姐一样引领其他

乘务员的情绪。”刘伟强认为，《中国机长》

并不是为了塑造英雄，“就像刘传健机长说

的那样，‘我不是英雄，就是希望把每个乘

客安安全全送回家，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说起“安全”，刘伟强表示，影片在还

原3U8633机组的同时，也会让观众看到

民航人背后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比如

3U8633航班是早上六点半起飞，但可能

观众不知道，很多普通员工三点多就开始

工作了，他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的合

作，才能保证飞机顺利起飞、安全落地。”

刘伟强说，电影还会告诉观众为什么飞机

会晚点、为什么飞高原不简单等日常人们

非常关系的问题，影片会用细节打消人们

内心的“恐飞”症。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 报道 贾磊 摄

影）昨日，由滨海新区总工会主办的“当好主

人翁、建功新时代”首届职工健康运动会羽

毛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第一阶段比赛根

据报名情况采取分组单循环赛，取小组前而

名；第二阶段比赛采取单淘汰赛决出名次。

经过两天的激励比拼，经开区总工会一队获

得第一名，经开区总工会二队获得第二名，

天津港保税区总工会一队获得第三名，天津

科技大学工会一队和供热集团工会一队获

得精神文明奖。

滨海新区师生书画大赛至今已连续举办

六届，并纳入了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和滨海

新区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十二届滨海艺术节之

中。除了展览外，这次展览的部分作品也将择

优结集成册，以展示滨海新区全面发展和中小

学校教育成果及师生的精神面貌。展览将持

续至10月15日。

在中超第 25 轮的比赛中，天海队

昨天傍晚主场 0∶3 负于北京中赫国安

队。在逃离降级泥潭的路上，步履越

来越艰难。实在是太难了，想要以比

较主动的姿态逃生，后面的比赛就剩 5

轮了，天海差不多需要赢下三四场，而

在前面 25 轮的比赛里，天海队仅取得

过两场胜利。

天海队赛前海报的主题为“置之死地

而后生”，契合了天海队目前的积分形

势。天海队目前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二位，

保级形势十分严峻。本轮主场迎战强敌，

俱乐部希望球队能够在内外交困的境况

下，能够爆发出强大的能量，战胜对手，提

升士气。在昨晚这场比赛中，天海队的比

赛态度倒还挺好，在场上处处和对手展开

凶狠对抗，但一个突出的不足之处没有改

善，就是天海队的每一个细节处理看上去

都和国安有差距。

伤愈复出的孙可首发出场，臂缠队

长袖标以身作则，随时在第一时间参与

前场反抢。第23分钟，天海队的前场逼

抢把国安搞得非常狼狈，阿兰和杨旭把

金玟哉逼迫得只能自己往底线外踢，白

白给天海送角球。可是和国安流畅灵

活的进攻组织相比，天海队的进攻组织

生涩粗放，有望形成威胁升级的那一

传很难有力完成。在防守上，国安把

威胁点也控制得较好，天海队则是拼

抢确实尽力，但对致命隐患欠缺敏感

预判。这样比较的结果，也就是下半

场天海队0∶2落后的原因。

天海队的后防从一开球就饱受折磨，

不到1分钟就让国安的传中球滑门而过，

后点包抄的张稀哲险一险上来就推了个

空门，2 分钟后，后卫依然不知提高注意

力，皮球打在后卫腿上弹向球门，国安队

侯永永率先启动抓了个单刀球首开纪

录。第10分钟，天海队打出反击，阿兰一

脚射门击中门柱，可惜的是，天海队这种

质量的反击仅有这一次，而且阵地战的威

力几乎看不到。

天海队的防线在第 27 分钟继续直

接考验本队门将，混乱的站位给国安提

供了反越位的良机，张玉宁晃过门将推

射空门得手。因为主力门将张鹭上周

三酒后驾车正被有关部门处理中，天海

队本场比赛只得启用替补门将孙启斌，

他可能都想不到，队友们一上来就连续

拿单刀球考验他。补时阶段，奥古斯托

远射把分差扩大到三球。

时报记者 陈彤

新区职工健康运动会
羽毛球比赛落幕《中国机长》还原“民航史奇迹”

刘伟强：用细节打消“恐飞”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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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由汤姆·汉克斯主演的电影《萨利机长》登陆内地院线，这部还原全美航空
1549号航班迫降奇迹的电影赢得了不少观众的好评。而如今，由刘伟强执导，张涵予、
欧豪、杜江、袁泉、张天爱、李沁等人主演的电影《中国机长》也将于国庆节期间上映，类
似的题材，这部根据“5·14”川航3U8633航班备降成都事件改编的影片又将如何在保
证真实的情况下，赢得市场认同，避免脸谱化创作的同时为观众展现民航人背后的故
事。近日，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对刘伟强进行采访，听他讲述了拍摄中的细节。

时报记者时报记者 贾成龙贾成龙 摄摄

新区师生挥毫
共庆新中国华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