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18日
星期一4 编辑：宋书琴 校对：张仲 制作：周海生经济 Economy

■社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路1814号宝龙城市广场一号楼广电大厦 ■总编办公室E-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编辑部：65622960 ■时政新闻部：65622938 ■经济新闻部：65622908 ■综合新闻部：65622903 ■邮编：300456 ■广告热线：65622929 ■门市：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7 ■印刷单位：天津报业印务中心

遗失声明
韩峰华，遗失医师资格证书，编号：

076106，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自贸试验区潘春兰服装销售店，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120118MA05M3HF00，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特此声明。

广告热线：65622929 65622968

广告

11月8日，首期“南方论坛”在南方基

金企业文化展厅举办。“南方论坛”活动主

旨为“共享思想 成就价值”。在首期活动

中，南方基金副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权

益）史博先生带领三大绩优基金经理李振

兴、骆帅和章晖进行圆桌对话，参与嘉宾

对2019年前三季度行情回顾、未来前瞻等

热门话题进行了思想交锋。

史博表示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今年

到目前为止的市场，我看到的是结构性

牛市。一般而言，如果在不到一年的阶

段，市场上有 20-25%以上的上涨，都可

以算作牛市，这是国际通用的准则。今

年虽然指数单边上涨幅度没有这么高，

但整体而言公募基金股票及偏股型的平

均收益远远超过这个水平，也就是说在

机构投资者能够把握的市场机会中出现

了结构性牛市。

展望后市,史博表示影响结构变化的

因素一定是行业发展趋势和行业内龙头公

司核心竞争力是否能持续。我们虽然各自

说了自己强调的市场特点，但如果把几个

人的观点加到一起，可能更符合市场的全

面性，这是一个结构性牛市，这个结构性牛

市是由机构主导的，机构主导的情况下出

现行业龙头强者恒强的特征，在这个特征

中，产业趋势上最明显的是新兴产业趋

势、科技产业趋势。这样的市场下，我们

需要自下而上地发掘投资机会，在这种结

构性市场中，对于公募基金的好处是理性

投资的基金经理比较容易找到适合自己

的投资机会，科技股的龙头公司表现很

好，但如果你想有稳健的收益，买消费龙

头也不错，这个市场有多种风格，而且多种

风格可以共存。

史博眼中的结构性牛市，核心原因是

这个市场中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多，虽然努

力实行退市政策，但实际上大批量退市并

未出现。很多机构投资者或者一些聪明

的投资者在自己的投资范围中进行投资，

一大批小公司不在投资视野中，这个股票

无论再怎样表现，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基

本面门槛，就不在一些机构或聪明投资者

视野范围内，这会导致市场表面上看起来

是结构性牛市，更深层次是中国经济转

型、产业继续腾飞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

南方基金首席投资官
携三大金牛基金经理论道A股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

首次突破了300万人次。预计2019年全

年，天津机场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将

达到330万人次，同比增长12.6%。

据了解，近年来，天津机场不断拓

展周边国际和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和

旅游航线，使国际及地区客运航线网络

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2019年，天津

机场新开至缅甸曼德勒、蒙古乌兰巴托

的定期客运航线，加密至日本大阪、名

古屋，柬埔寨西哈努克、泰国曼谷等地

航线的航班。截至目前，天津机场通达

东北亚日韩方向的航线 8 条，每周 133

班。其中韩国首尔航线每天5班，济州

航线每周 8 班；日本东京航线每周 18

班，大阪航线每周48班，名古屋航线每

周14班。机场通达东南亚方向的航线

10条，每周75班。泰国曼谷航线每周28

班，普吉航线每周8班；新加坡航线每周

7班；马来西亚吉隆坡航线每周4班，沙

巴航线每周 3 班；越南芽庄航线每周 7

班，印度尼西亚美娜多航线每周 2 班。

此外，从天津机场出发经停国内一点还

可通达伦敦、悉尼等远程航点。中国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均为达到一定航班

密度的直飞航线航班。

天津机场2013年国际及地区旅客吞

吐量首次突破 100 万人次，短短 6 年时

间，旅客吞吐量再次突破300万人次，年

均增幅为22.2%。未来，天津机场将在稳

定现有航线网络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国

际客运航线网络的拓展力度，让京津冀区

域内，特别是津城的百姓从家门口的机场

能够飞得更远，出行选择更加丰富。

天津机场国际及地区
旅客吞吐量破300万人次

区块链是什么？又有什么价值？

如今的应用情况如何？新区在区块链

技术上又可以怎样发力？昨日，针对区

块链技术的发展前景和技术应用，本报

专访了北京微芯边缘计算机研究院常

务副院长任常锐博士。

“区块链其实是一系列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综合体。”任常锐开门见山地

说，区块链是分布式共享账本技术，用

链式结构和分布式存储来保证数据的

不可销毁和不可篡改，用智能合约来

保证交易的自动智能执行。它其实是

保证在多方合作情况下的数据有效共

享，解决多方信任，降低沟通成本，提升

协作效率的非常有效的技术结合。

区块链技术在经济社会的方方面

面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应用。“比如说

在金融领域，可以帮助中小企业进行融

资。在金融监管方面也有很多成熟的

应用。在智慧城市、智慧政务、食品安

全、环境监测等领域都有非常多的成功

应用案例。”任常锐建议说，区块链基

础技术的研发北京中关村走在全国的

前列，而滨海新区工业发达，有很雄厚

的实体经济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应用

场景丰富。区块链技术很大的一方面

作用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在京津冀

协同发展中，可以将北京的研发优势与

滨海新区应用场景的优势深度融合，将

区块链技术与工业互联网结合，让区块

链技术在新区的各种应用场景上发挥

更大作用。相信区块链对于提升实体

经济，服务滨海新区发展都是非常重要

的支撑技术。

任常锐说，区块链技术非常适合解决

多方共享和信任，在智慧城市建设和政府

数据共享，提升政务发服务效率，改善营

商环境等方面同样可以发挥极大作用。

任何技术都是双刃剑，都会存在风

险，区块链技术也不例外。任常锐希望，

进一步加大对区块链技术知识的普及和

培训，让各层次人员对区块链技术都有清

醒的认识。由于区块链技术源自于数字

货币，目前确实仍有一些投机行为存在，

在个人识别和政府监管等方面都需要进

一步加强。

“我觉得滨海新区有非常多好的区块

链技术应用场景，非常希望多到滨海新区

来进行交流合作，为新区实体经济发展贡

献一份力量。”任常锐表示。 记者 徐晶晶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记者从

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获悉，区内企业亚太

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与新加坡中银

航空租赁完成全国首单跨境飞机租赁资

产交易业务。该笔业务成功打通了跨境

租赁资产交易的全流程，对于进一步拓宽

飞机资产流转渠道、促进境外飞机租赁资

产回归国内，推进飞机资产全球化流转、

完善飞机资产流转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据了解，该笔创新业务是东疆继10

月 12 日海关总署发布 2019 年 158 号公

告（关于综合保税区内开展保税货物租

赁和期货保税交割业务的公告）后，在全

国率先落实公告中关于“租赁企业发生

租赁资产交易且承租企业不发生变化

的，承租企业应当凭租赁变更合同等相

关资料向海关办理合同备案变更、担保

变更等相关手续”的重要创新实践，也是

落实天津海关2019年1号公告的又一重

大创新业务落地，标志着中国租赁产业

已正式进入资产全球化的新时代。

作为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聚集地，东

疆飞机租赁机已超过1500架，资产总额已

超过750亿美元，东疆坚持以打造全球飞

机租赁中心为目标，对标国际先进区域，

不断开拓创新，形成了飞机租赁业务创新

和政策创新的高地。经营性租赁收取外

币租金、外债便利化试点、进口租赁飞机

跨关区联动监管、租赁配套外汇制度创新

试点、全国首个保税租赁海关监管规程等

行业相关政策和制度均已落地东疆，成为

东疆飞机租赁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下

一步，东疆将加快打造与国际接轨的航空

金融配套环境，全方位提升专业水平、管理

能力和配套服务，全面推动飞机租赁产业

新一轮的创新和产业升级。

时报讯（记者 战旗）上周市场呈现“两头

加速，中间稳定”格局，全周基本以下跌走势

为主，单周股指下跌接近2.5%，致使周K线形

态破位。

日前，证监会就修改《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

行办法》等再融资规则公开征求意见。从证

监会发布的具体修改内容来看，此次对再融

资相关规则的修改其实是一次大松绑，也是

对A股市场的一次大考验。不过，基本面有进

一步改善的可能性。比如，央行政策工具箱

里的工具很多，目前只是通过MLF释放流动

性，尚有逆回购等政策工具未启用，从而为后

续流动性提供了更为乐观的预期。与此同

时，临近年底，万亿财政投放将拉开帷幕，通

过新基建来达到稳增长目的的措施，有望为A

股市场带来新的积极信号。因此，有券商策

略分析师称，对A股市场基本面不必悲观。

技术上分析，上周一的大阴线跌破了 10

月9日高点2891点与11月1日低点2917点连

线对应的2934点，再次下跌也将受到下方年

线2870点附近的支撑。所以，从日线看，若见

到2930点附近，仍是高抛机会，回踩年线2870

点附近，则是一次很好的低吸机会。此外，上

周中阴线跌破了周线牛熊线2932点，这意味

着行情存在继续周级别的走弱风险，将向下

方的60周线2847点附近寻求支撑。

目前市场处于业绩考核窗口影响下，存

量资金获利了结之后，短期进场意愿并不强，

是制约行情反弹力度的短期因素。因此，近

期大盘跌破箱体震荡格局概率较大。受经济

数据疲软影响，四季度整体走势不容乐观，但

是下行空间不宜夸大，原因是基本面在积极

改善。短期轻仓参与为宜，建议关注通胀背

景下消费类板块个股。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近日从市科

技局获悉，截至目前，本市在自主信息系

统、智能安防等人工智能“七链”上已集

聚高新技术企业 600 余家，全市综合科

技创新水平指数达到81.17%，连续17年

位居全国第三。在这其中，滨海新区的

智能科技企业持续从各自领域延伸人工

智能“七链”，在智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

应用、市场占有率等方面走在全市前列。

智能科技跻身全球“排行榜”

近日，法兰克福“全球安防50强”排

名暨调查报告出炉。这项排名针对全球

范围内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公司进行调研

分析，就其2018年安防产品销售收入进

行排名，来自滨海新区的天地伟业公司

在榜单上收获全球安防 TOP10 排名第

九的名次。

近年来，伴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延

伸，天地伟业开启了在AI、云计算、大数

据等方面深入探索。在大数据及深度学

习的市场要求下，该公司基于国产化芯

片设计研发出了安防产业首张全国产化

智能板卡——智能图像处理引擎P5卡，

用以满足安防行业对CPU及GPU硬件

的需求。除此之外，还自主开发了人脸

深度学习算法，令侧脸、戴墨镜、戴口罩

都可以精准识别。

天地伟业董事长戴林告诉记者，现

在，公司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应用在

智慧交通、智慧校园、智慧社区、智慧厨

房等领域，实现了 AI+场景的应用模

式。目前，天地伟业已经主持和参与起

草国家行业标准 25 项，拥有专利/软件

著作权500余项，核心技术先后荣获4项

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智能科企占领头部客户

现如今，一家企业 20%的头部客户

往往会为企业创造出80%的贡献。因此

也有人说，头部客户的占领情况代表着

一家企业经营体系的成熟与否，同时也

是企业在市场中实现价值的重要指标之

一。在滨海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

能企业开启了与头部客户的合作关系，

在市场的试炼中逐步收获了自己的一席

之地。

成立于 2013 年的菲特（天津）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为汽车零配件提

供质量服务的科技型公司。今年4月，

由该公司研发的机器视觉检测工具 AI

BOX正式应用在了大众自动变速器（天

津）有限公司的车间中，用于帮助工厂质

检人员快速实现缺陷零部件的剔除。

菲特智能副总经理王立迁告诉记

者，目前，仅仅是AI BOX这一个创新项

目，就给企业带来了约 1000 万元的产

值。如今，公司已成为大众自动变速器

公司的质量服务商，同时也是百度质检

员战略合作伙伴。

在谈及头部客户时，天津联汇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市场开发经理于燕宁表

示，世界 500 强企业对于新技术的接受

程度很高，工厂环境和管理流程也十分

规范，此外，这些大客户的回款情况也十

分良好。这些客观因素的叠加很适合人

工智能企业来参与合作，促进智能产品

的快速落地。

“我们自主研发的自主协作机器人主

要应用在工业场景当中，可实现实时扫描

构建地图、路径规划、智能避障、自主执行

任务等功能。目前，公司的合作伙伴包括

诺和诺德、施耐德等世界500强企业。从

2018 年这款自主协作机器人推向市场

后，其订单情况已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3倍。”于燕宁说。

◎ 近年来，滨海新区的智能科技企业持续从各自领域延伸人工智能“七
链”，在智能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市场占有率等方面走在全市前列

◎ 以天地伟业、菲特智能、联汇智造等为代表的新区智能科技企业，凭

借着过硬的产品，不仅开启了与头部客户的合作关系，在市场的试炼中逐步
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更是跻身全球“排行榜”，为“中国智造”增光添彩

15 日，滨海新区首届智能生活应

用设计大赛——2019年“金锤杯”滨海

职业技能大赛智能生活应用设计大赛

在保税区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举行。经过层层选拔，15个优质提案

团队脱颖而出进行现场答辩和展示。

各团队的3名选手以“让生活更美好”

为出发点，以解决生活和工作中的不

便为目标，提出多项精彩纷呈的“智能

生活”应用计算机编程项目，涉及智慧

餐厅、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家政

等多个领域，思路新颖、内容饱满，实

用性强、成熟度高，充分展现了新时代

职工以自身智慧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

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文/记者 尹娜 图/记者 贾磊

新区首届智能生活应用设计大赛举行

让生活更美好 新区职工点子多

区块链有望成为
推动新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技术

——专访北京微芯边缘计算机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任常锐博士

全国首单跨境飞机租赁资产交易业务落地东疆

中国租赁产业进入全球化时代

大盘跌破箱体
震荡可能性大

持续延伸人工智能“七链”多方面开花结果

新区智能企业成全市表率

区块链基础技术的研发北京中关村走在全国的前列，而滨海新区工业发
达，有很雄厚的实体经济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应用场景丰富。可以将北京
的研发优势与滨海新区应用场景的优势深度融合，将区块链技术与工业互联
网结合，让区块链技术在新区的各种应用场景上发挥更大作用。相信区块链
对于提升实体经济，服务滨海新区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技术。

（上接第一版）下一步，街道将继续加

大堆物清理力度，还将深入走访群众、

持续开展宣传。让居民自己理解和认

识到楼道堆物在安全、卫生方面的危

害，跳出现在清整“反复”的死循环。

另外，北塘街综合执法大队也将坚持

奖罚并举，力争长效保持。对于不听劝

阻、不配合的行为，将加大执法力度。此

外，北塘街还加大力度开展文明楼门、文

明家庭的创建活动，发挥文明创建的正向

引导作用，以创建带动整改，增强居民的

荣誉感，督促文明和谐的氛围逐渐形成。

建立巡查队伍整治小广告
记者了解到，《现场问政》节目播出

后，北塘街立即与相关物业企业沟通，携

手努力提高物业管理水平，对于小区大

门和楼门进一步严格管理，禁止闲散人

员随意出入居民楼。执法部门在加强清

理的同时，对小广告做好拍照取证，对小

广告中公示的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进行

逐一登记、分类、汇总，逐一打电话进行整

治。通过小广告上的电话建立专门巡查

整治队伍，对辖区内小广告队伍进行密集

清理。执法大队在辖区内每天巡查、每天

清理、每天汇总，不定时不定点进行突击

检查，把对方约到小区，对其进行严厉处

罚，以点带面推进非法小广告的常态化管

理，进一步营造洁净的居住环境。

针对居民对一些便民服务信息的需

求，目前，该街道已联合物业公司在小区

内设立多个宣传栏，后期还将选取合理位

置统一设置“便民公共信息栏”，为合法经

营商户和市民张贴广告或发布信息服务，

引导个体商户把广告放到宣传栏内，改善

小区的环境，也方便居民搜集有用的信

息，引导居民自觉维护良好的环境。

北塘街迅速清理
社区楼道堆物和小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