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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软件定义互连技术与产业创新联盟大会暨经纬芯 SDI3210 发布会在新区召开

促进核心技术研发转化 打造发展新优势
张玉卓致辞
张玉卓说

■ 近年来，滨海新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持续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和高端人才引进，促进网信科技核心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
在集成电路、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领域自主可控取得了
显著优势。

统、数据库等基础软硬件领域自主可控
取得了显著优势。特别是与国家数字交
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共建的滨
海信息技术创新中心，开展了多项国家
重大科技和产业项目建设，取得了软件
定义互连芯片等多项国际领先的创新成
果，形成了以三大高端芯片为核心的涵

11 月 22 日一早，新区政务服务办
的微信工作群里发了一首题为《等你》的
诗作。
“我是因为感动而成诗。”诗作者、
新区政务服务办党建工作室副主任边玉

■ 希望各位专家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为滨海新区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建言
献策，也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到滨海新
区投资兴业，
与新区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
美好未来。

盖互连、计算、安全等领域的谱系化产品
布局，成为引领信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推动力量。希望各位专家以此次活动
为契机，为滨海新区发展信息技术产业
建言献策，也真诚欢迎各位企业家到滨
海新区投资兴业，与新区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本届大会以融合、创新、引领为主
题，举办了“SDI 联盟与电科芯云平台”战
略合作启动仪式，并对软件定义互连环
境时代与经纬芯相关产品进行发布。
发布会前，与会领导观看了滨海新
区信息技术创新中心成果展。
区领导邓光华、夏青林参加。

“我用领跑全国的速度 等你” 2
诗作《等你》讲述滨海审批人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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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说。今年以来,新区政务服务办实现
“向内”
提档升级、
“向外”
方便快捷，
全面
增强群众和企业办事的获得感、
幸福感。

等你——来自滨海审批人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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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开发区第一个菜篮
子工程整体提升改造完成

《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印发

我国将全面强化
知识产权保护

腾龙菜市场
“新装”亮相

据新华社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
明
确要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综合运用
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保护，
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意见提出，力争到 2022 年，侵权易发多发
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
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到 2025
年，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并保持较高
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体系更加完善，
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加优化，知识产权
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作用得到更加有效
发挥。
意见要求，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度、严
格规范证据标准、强化案件执行措施、完善新业
态新领域保护制度。提出加快在专利、著作权等
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下转第四版）

昨日，记者从天津开发区管委
会了解到，位于第三大街使用 20 年
之久的腾龙菜市场完成了整体提
升，
给周边居民提供一个更加整洁、
舒适的采购环境。腾龙菜市场作为
在天津开发区管委会扶持下建成的
第一个菜篮子工程，
建筑面积约2400
平方米，内设 64 个摊位。这次腾龙
菜市场进行了整体提升，优化了布
局，
对外围公益广告宣传、
内部摆台、
设施设备、
地面等进行了整体改造。
此外，
还为市场统一配备了蔬菜筐、
价签、
证照公示牌、
价格公示牌等。
文/记者 张文弟 图/记者 贾成龙

新区抢抓智慧水务发展先机
会在天津市举办。会上，专家们为滨海新区水与环境工程

全国医保电子凭证首发
实现一码在手医保无忧

让百年渔家文化继续传唱下去

11 月 23 日，第二届绿色发展与工程创新国际学术研讨
的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近几年来，转型为旅游船船长的刘翠波为游客讲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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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号子，让渔家文化传
版

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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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四中全会精神

为村民谋幸福的村纪检监察工作站
—— 刘塘庄村发挥村级纪检监察职能惠民生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刘塘庄村新貌

杨茂荣调研新区北部片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11
月 23 日，区委副书记、区长杨
茂荣带队赴新区北部片区调
研，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
调研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副区长郎东，
区政
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蒋凤
刚，
区有关部门和杨家泊镇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
杨茂荣一行先后来到杨
家泊镇东庄坨村、西庄坨村、
魏庄村和羊角村，
察看村容村
貌，
向村干部了解农村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和农村饮水提质
增效、农村生活污水管网改
造、户厕改造等各项工程进展
情况，并与村民亲切交谈，深
入了解生活情况，
对杨家泊镇
农业农村工作给予肯定。
杨茂荣指出，
抓好农村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
是党中央从
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一项
重大决策。要统一思想认识，
充分发挥领导班子“领头羊”
作用，
担当作为，
落实属事、属
地责任，咬定青山不放松，一
年接着一年干，
推动各项工程
高标准按期完成，
打造社会主
义新农村标杆和示范。要高
水平编制规划，
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
强农民增收能力，
提高农民收
入水平。要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
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
集中开展农村
生态环境整治，
不断增强群众
幸福感。

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标杆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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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11 月 23 日，
第三届软件定义互连技术与产业创新联
盟大会暨经纬芯 SDI3210 发布会在新区
召开。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张
玉卓出席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
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邬
江兴出席。
张玉卓在致辞中说，近年来，滨海新
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持续推动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和高端
人才引进，促进网信科技核心关键技术
研发和成果转化，在集成电路、操作系

星期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
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
行的制约和监督。要健全党统一领导、
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
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
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
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
为人民谋幸福。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最基层的村级组
织如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新区
中塘镇刘塘庄村借助村纪检监察工作站
的运行展开实践和探索。初冬时节，记

者走访刘塘庄村，
探问这一创新。

程提出建议，赢得大家赞同。而类似情
景，在该村设立村纪检监察工作站以后，
打通监督在基层
“最后一公里” 已形成新的常态。
“创文期间村里实施的硬化、绿化、
据介绍，滨海新区纪委监委在全区
亮化项目，让村里人居环境有了显著变
399 个村（社区）设立纪检监察工作站，构
化，我认为下一步可多考虑改善一下村
建“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监督网
内道路交通和沟塘治理等基础设施建
络，动态监督村级各项工作，打通监督在
设，才能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掉队， 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作为滨海新区纪
创文工作惠民生。”昨日是周末，一大早， 检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首批试点，
“刘
在中塘镇刘塘庄村村委会议室，村两委
塘庄村纪检监察工作站”日前正式建立，
每周一次的联席会上，村纪检监察工作
开启纪检监察职能在基层落细、落实的
站站长李旭对村里实施美好乡村建设工
积极探索之路。
（下转第四版）

据新华社电 全国医保电子凭证首发仪式
24 日在山东济南举行。
“ 医保电子凭证”成为全
国医保线上业务唯一身份凭证，即日起在河北、
吉林、黑龙江、上海、福建、山东、广东七个省（市）
的部分城市陆续开通使用。
据国家医疗保障局介绍，
医保电子凭证具有
身份凭证、信息记录、自助查询、医保结算、缴费
及待遇领取、办理医保业务等功能，确保群众能
够在互联网上高效、安全地享受医疗保障部门的
各项公共服务。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 App，或
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经由国家医保局认证授权
的第三方渠道激活使用。
在安全性上，医保电子凭证通过实名、实人
认证，
采用国产加密算法，
数据加密传输，
动态二
维码展示，确保个人信息和医保基金使用安全。
它由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统一生成，标准全国统
一，跨区域互认，参保人可依此在全国办理有关
医保业务，
堪称“一码在手，
医保无忧”。

导 读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
加速器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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