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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年度滨海新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名单出炉

新区278家单位获得“文明”称号
■ 国家税务总局中新天津生

态城税务局等112个单位获新区
文明单位称号

■ 中新天津生态城和韵社区
等93个社区获新区文明社区称号

■ 中塘镇等73个村镇获新
区文明村镇称号

2018年以来，新区各系统各单位主动参与支
持全国文明城区创建，特别是今年以来，各单位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落细落实责任，扎实开

展精神文明教育，不断探索创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方式方法，进一步提升了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
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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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阴转小雨 29℃~23℃ 风力：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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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奋斗在国门一线的
榜样“海关人”
——记天津东疆海关关员田源 2 版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日前从

新区农业农村委获悉，今年新区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通

过加强农村生活垃圾转运处理和农村水

环境治理，推进“厕所革命”，完善农村基

础配套设施，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全面助

力新区打赢创文决胜收官之战。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区加强农村生

活垃圾转运处理，建设农村垃圾收运体

系，已处理转运垃圾2.9万吨。加强农村

水环境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责任，积

极推动 10 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推进 7

个村饮水提质增效工程。深入推进“厕

所革命”，今年计划改造公厕95座、改造

户厕2199户，目前均已开工建设。计划

对全区23个村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目

前已经陆续开工建设。完善农村基础配

套设施，已编制完成10个人居环境示范

村村庄专项规划，逐步实现农村困难群

众存量危房清零。 （下转第三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完善农村基础配套设施

今年新区农村村容村貌换“新颜”
■ 完善对农村环卫保洁第三方

公司和农村生活垃圾收运体系的监督

管理，逐步推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推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提标改

造，严格落实河湖长制责任，推进农村

黑臭水体整治，促进水环境持续改善。

■ 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施

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推动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同时，今

年新区还将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全

面实现农村卫生厕所全覆盖的目标。

■ 今年新区139个行政村基本将

达到村庄环境“六有六无”标准。同

时，农村生活垃圾清运处理率、卫生厕

所普及率、规划保留村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覆盖率将达到100%，自来水普及

率达到98%，村庄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创建10个农村人居环境示范村。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强调，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出

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困，确保产业链

供应链畅通运转，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意见》

提出三方面举措：一是支持出口产品进入国内市

场。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

认证程序，简化企业办税程序。二是多渠道支持

转内销。搭建转内销平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

商平台，引导主要步行街组织开展出口产品转内

销专题活动，组织大型商业企业开展订单直采。

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引导外贸企业研发适销对路

的内销产品，创建自有品牌，充分利用新业态新

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三是加强信贷保

险和资金支持。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鼓励

各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开展应收账款、存

货、订单等质押融资，依托大型电商平台加强对

中小微外贸企业直贷业务。加大保险支持力度，

支持保险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保险服务。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
帮助外贸企业纾困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6月20日，区人大常

委会主任许红星带队赴胡家园街道督导创文工

作，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推动解决创文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

红球，区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区政府相关部门、区

创文办等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许红星一行先后来到远洋滨瑞小区、馨顺

园小区，随机抽查了旭辉澜郡小区，现场察看了

小区管理、周边的宣传氛围、基础设施、环境卫

生、交通秩序、车辆停放等情况，对有关工作安

排、责任落实、创建标准、点位覆盖率等情况进

行了督导，叮嘱社区负责同志要随时掌握疫情

动态，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听取了社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创文工作开展情况，现场就创文工作存

在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

在现场办公会上，许红星一行听取了胡家园

街道汇报创文工作开展情况、主要做法、当前存在

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下转第二版）

多举措补齐小区短板
促进环境提档升级

许红星带队赴胡家园
街道督导创文工作并召开
现场办公会

时报讯（记者 战旗）记者6月22日从天津港

保税区获悉，天津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以下简称

“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天津港保税区

空港文化中心召开。会议进行了协会第二届理

事会换届程序，选举新区企业天津新松机器人自

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松”）为新一届

会长单位。

作为本次大会的举办地以及天津新松的落

户地，天津港保税区近年来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

迅猛。在天津新松、GE中国等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爱码信自动化、北洋智控、龙格机器人、布鲁

艾诺航空机器人等10余家工业机器人系统集成

商相继落户保税区，罗升、百利等产业上下游企

业提供配套支持，保税区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链体

系日趋成熟。未来，保税区将持续聚焦提升智能

制造创新能力、引育智能制造创新人才、建设智

能制造高端平台、开展京津冀智能制造集群协

作、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进一步提升集

群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用“智造”加码产业

赋能，促进天津加速新旧动能的转换。

保税区工业机器人
全产业链体系渐成熟

天津市机器人产业协会换届选
举 新区企业天津新松成会长单位

2020年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今日开

幕，大会首次采用“云端”办会模式，致力

于打造“会展赛+智能体验”四位一体的

国际化平台。记者从昨日举行的第四届

世界智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会

展赛+智能体验”各个环节已准备就绪，

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云签约”活动，初步

统计涉及项目 148 个。记者注意到，本

届世界智能大会闪耀着滨海新区元素，

新区企业360集团参与承办智能安全大

赛；来自新区的企业科大讯飞、飞腾、麒

麟、浪潮、曙光等均参会参展，展示“智

慧”成果。

主题峰会、云上峰会大咖云集

今日举办的主题峰会上，腾讯公司

首席运营官任宇昕，联想集团董事长杨

元庆，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曙光信息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历军，360集团董

事长兼 CEO 周鸿祎，中国工程院院士、

阿里巴巴集团技术委员会主席王坚等12

位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企业家和学术权

威，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发表演

讲，针对疫情之后智能科技领域的发展

方向、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的新发展、生

物技术发展等方面阐幽发微、碰撞思

想。6 月 24 日举办的云上峰会中，紫光

集团联席总裁兼新华三首席执行官于英

涛，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

刘军，SAP全球高级副总裁、中国区总经

理李强，中科院先进计算技术创新与产

业化联盟秘书长、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任京暘，浪潮集团高

级副总裁、浪潮云董事长兼 CEO 肖雪，

麒麟软件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孔金珠等知

名企业家，将围绕新一代人工智能、新基

建、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话题进行思想

碰撞交锋。

新区企业展示“智慧”成果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将举办的“第

五空间”智能安全大赛引人关注，记者注

意到，这场大赛新区企业360集团参与承

办，天津麒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飞

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协办。

在云展馆中，来自滨海新区的企业

如科大讯飞、360、飞腾、麒麟、浪潮、曙

光、云账户等将悉数亮相。滨海高新区

企业飞腾是第四次应邀参会，今年将携最

新系列先进产品在“云展台”上亮相，将主

推飞腾FT-2000/4高效能桌面CPU和飞

腾FT-2000/64高性能服务器CPU两款

产品。高新区企业紫光云将展示智慧滨

海、智慧城市及产业互联网运营、建筑云、

水务云、芯片云、紫光UNI Power工业互

联网平台等系列成果。 （下转第三版）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今日开幕

新区元素闪耀世界智能大会
■ 时报记者 单毅 报道

■ 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闪耀着滨海新区元素。新
区企业360集团参与承办智能安全大赛，天津麒麟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协办。
在云展馆中，滨海新区的企业如科大讯飞、360、飞腾、麒
麟、浪潮、曙光、云账户等将悉数亮相。

■ 在“中新智慧城市高峰论坛”上，邀请中新两国
顶级专家、学者和行业领军人才，让企业家唱主角，从智

慧城市顶层设计、基础内核，到智慧模块、智慧场景的建
设，从5G、AI等新技术应用，到产业发展、跨国合作，以
生态城为样本，科学地剖析、谋划城市的“成长坐标”。

■ 在大会闭幕式上，将展示中新天津生态城等智
慧城市典型案例，并发布《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报告（2020）》、《天津市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年度报告
（2020）》。

日前，泰达街利用智慧手段，为辖区内

独居老年人家中安装智能“关爱门磁”设

备，增强精细化社会治理能力，实现独居老

年人“云管理”。“关爱门磁”设备以“实时告

警—上门核实—跟进处置—人性化服务”的

闭环服务机制，对接社区蓝色网格，助力“社

区养老”。门磁系统转变传统“开门报警”的

思路，反向应用，实施“未开

门提醒”管理方法。当独

居老年人 48 小时内未开

门，门磁系统将实时自动

向网格社工推送提醒消

息，社工在收到消息后会

立即上门了解老年人情

况。目前，泰达街65 户独

居老年人成为首批用户。

文/记者 刘芸
图/记者 何沛霖

独居老人
“云管理”

泰达街华纳社区人员为马福萍老人安装调试门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