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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

文化底蕴非常优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

新城。”8月11日，滨海文投公司与腾讯等

12家企业在滨海文化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活动中腾讯集团副总裁王寒冰对

新区营商环境给予高度评价。

王寒冰介绍，腾讯集团与新区的合

作始于2007年的数据中心项目；2014年，

腾讯创业基地落地新区；2020年，腾讯集

团投资 100 亿元在天津建设全国最大的

IDC数据运营中心。“腾讯从十几年前就

已立足滨海，进行数据中心的布点，从这

些年的发展过程来看，滨海的整个营商

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有了很

好的提升，并且这里的文化底蕴也越来

越浓厚。这次到这边最直接的感受就

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城。”王寒冰

说，这次与滨海新区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一方面基于十几年来双方合作的愉悦体

验，另一方面也是看到了滨海新区更多

的发展潜力。

据了解，日前，为了给企业创造良好

的营商环境，实现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

新区区委决定成立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

组，印发《天津市滨海新区关于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制定营商环

境建设 2020 行动计划，为更好地为企业

服务提供“行动指南”。根据《实施意

见》，到2022年，实现滨海新区营商环境

建设水平处于全国前列，国际化水平显

著提升；到2035年，实现滨海新区营商环

境建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到本世纪中

叶，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化海滨新城。

“天津滨海新区是我们北方数据中

心的最主要基地，未来将成为我们辐射

整个北方区域最重要的新基建服务中

心，给整个滨海新区乃至天津，提供更

加完善的数字化文化旅游生活、文化创

意生活支撑和服务。”王寒冰介绍，滨

海新区图书馆是腾讯文化 IP 产品《庆余

年》的拍摄取景地，未来他们还将在滨

海文化中心进一步引入腾讯系列的文

创产品。

据悉，此次签约后，腾讯集团将多

方面拓展合作项目，在文旅服务应用、智

慧场馆建设、滨海文化中心网红效应提

升、会展合作、文创文保等方面与新区开

展全面深入合作，依托滨海新区北方数

据中心的战略布局，进行智慧场景建设，

让新区市民享受更加智慧的生活。

腾讯滨海新区再布局
■ 记者 钟晗 孔一权 报道

“滨海新区的自然环境、
人文环境、文化底蕴非常优

越，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城。”
“天津滨海新区是我们北方

数据中心的最主要基地，未来将
成为我们辐射整个北方区域最
重要的新基建服务中心，给整个
滨海新区乃至天津，提供更加完
善的数字化文化旅游生活、文化
创意生活支撑和服务。”

——腾讯集团副总裁王寒冰

卡雷尔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为新区市民提供
更好的智能服务

卡雷尔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是全国

人工智能和商用服务型机器人的领军企

业。2017年10月，卡雷尔机器人生产基

地落户天津滨海新区。

“我们选择滨海新区正是看中了这

里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潜力，在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将围绕滨

海文化中心智慧场馆建设，为新区市民

提供更好的智能服务。”刚刚与滨海文投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卡雷尔机器人

技术有限公司CEO尹利告诉记者，此次

签约后，双方将重点围绕滨海文化中心

智慧场馆建设，由卡雷尔公司提供“魔术

师”导览机器人、“轻鸟”盘点机器人、米

卡服务机器人等多款智能机器人在滨海

文化中心范围内开展商业展演、广告宣

传、智能服务等活动。“签约后，我们希望

在滨海文化中心的科技馆、美术馆等场

馆内，利用我们的机器人把这些场馆内

的知识，比如声光电视频等，用大家能够

接受的通俗易懂的形式，为普通游客讲

解出来，给知识插上智能的翅膀，服务大

众。”尹利表示。

北京蓝色向日葵儿童游乐服务有限公司

打造新区体量最大的
室内主题乐园

北京蓝色向日葵儿童游乐服务有限

公司也是此次签约的北京企业之一。该

公司执行董事张同欢说：“滨海文化中心

有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很多家长带着

孩子来参观游玩，与我们的品牌定位很

契合。”

此次合作，该公司计划投资800余万

元，在滨海文化中心打造3000余平方米的

以蓝色海滨为主题的综合性室内乐园，建

成后将成为新区体量最大、设备最先进、

主题最新潮的室内主题乐园。张同欢告

诉记者：“我们将以科技运动拓展为中心，

打造亲子运动平台，属于周末家庭游乐和

儿童团建的综合娱乐中心，让孩子们动起

来、玩起来。按照计划，今年10月份开始

动工，年底就可以正式营业。”

中役勋典（天津）大数据科技中心

打造咖啡+书店的
互动体验交际平台

在滨海文化中心，有一家名为津書

馆文创馆廊的咖啡馆，很多新区市民

会选择在这里打开一本书、品一杯咖

啡，开启美好的一天。这家咖啡馆就

是中役勋典（天津）大数据科技中心打

造的。

该中心总经理付双合说：“我们是今

年3月份决定来新区发展的，因为我们看

到了新区一些新的政策，让我们感觉在

新区创业会有一个好的方向。7月18日，

我们的咖啡馆在滨海文化中心开业了，

这里是一个‘文化航母’，所以我们想从

这个地方起步，把这里作为一个基石，慢

慢去积累资源，然后完成我们未来商业

大数据的梦想。”

此次合作，中役勋典（天津）大数

据科技中心将投资 100 万元，在滨海文

化中心经营 100 余平方米的津書馆文

创馆廊，基于文创设计品牌融合国际

咖啡交际元素理念，打造创新咖啡与

书店的互动体验交际平台。

“签约后我们会做大整体融合，相信

在滨海新区这片沃土上我们能够茁壮成

长，发展壮大。”付双合说。

北京点意空间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在新区探索
创新型会展模式

“我们更加看好天津的工业基础、城

市规划、城市规模以及多年沉淀的文化

底蕴。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应该会带给

我们未来在这个领域里厚积薄发的势

头，所以说我们 2018 年把公司落到了高

新区。”北京点意空间展览展示有限公司

总经理吕玉贵告诉记者。

点意空间展览展示有限公司隶属于点

意空间国际展览集团，是响应天津市委市

政府“大力发展会展经济，引入高端会展企

业”号召，深化集团京津冀协同发展布局，

探索创新型会展模

式的新锚地。此次

签约后，双方将在厅

馆、博览会、商业空

间、云端会展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

看好滨海新区 携好项目纷至沓来

多家京企加码新区文旅产业
8月 11日，12家企业集中签约

滨海文投。签约现场，多家北京企
业携好项目纷纷亮相。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这些北京
企业的优质文化旅游资源将进一步
带动新区文旅产业发展。

“

遗失声明
边元亭（身份证号：1201071982……

3636），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1本，证件
号：120107198202043636，特此声明。

减资公告
中电建（天津）矿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120118MA06X5NA4M），经股
东会决定，注册资金由贰亿元人民币减至壹
万元人民币,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
应的担保，特此公告。

招租公告
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拟将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胡家园街西部新
城中五路、中六路、中七路的宇祥园、宇顺园、
宇康园沿街商铺和小区内楼栋一层商铺面
向社会公开招租，有意向租赁者可来电咨询。

联系人：香博杰
联系电话：18522006639

遗失声明
天津市德龙房产经纪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01912108390，遗失营业执照
正、副本，特此声明。

（上接第一版）为提升企业办事便利

度，区政务服务中心不断优化办理流程，

从为企业办好“一件事”的角度出发，着力

破解企业群众办事难点堵点。推行了“一

企一证”综合改革，对多部门办理的涉企

经营事项重塑办事流程，将企业原本要在

多部门接续跑证变为多部门并联办理，截

至目前已在46个行业推行此项改革，有效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破解企业“准

入不准营”难题。推行了“一口受理、接办

分离”，按照类别分设单项窗口方式改为

建立全项受理综合窗口，将审批局和规自

局、建交平台、消防支队、市场局等派驻部

门近300个事项全部纳入综合一窗受理，

实现受理端口集中化。

同时新区将便捷的审批服务向基层

延伸，在全区18个街镇中心设立审批服

务站，在11家优秀众创空间设立政务服

务工作站，统一受理区行政审批局的全

部事项，实现审批服务就近可办。

以审管“加法”赢得办事“减法”
近日，天津海诚石油工程有限公司

提交了申请表、告知书、承诺书后，当场

便领到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全程不

到半小时。这是《滨海新区道路货物运

输经营许可（危险货物除外）告知承诺制

实施办法》出台后，新区行政审批局通过

告知承诺制方式发放的首个许可证。经

办人段女士告诉记者，公司特别着急拿

证，改为承诺制办理，当场就拿到了证。

区政务服务中心改变“以批代管”的

传统思维模式，在制度制定层面加强审管

合作，逐步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

闭环审管联动流程，实现以“审”促“管”，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针对具体事项推出

“最简告知承诺制”，明确企业应当符合的

条件、要求等内容，实行“你承诺、我就批，

你不兑现、我就撤销”，最大限度精简申请

材料和审批环节，以审管“加法”赢得企业

和群众办事的“减法”。目前已联合相应

监管部门就电影放映、商业牌匾、道路货

物运输、拍卖、代理记账等许可事项出台

具体实施细则，113家企业获益。

打造“通办统办”名片 推行“滨海统办”
前不久，新区各级政务服务单位以

统一新形象亮相，成为了展现滨海新区

营商环境的靓丽窗口。近日，新区政务

再发力，统一办事指南、标准化操作，推

动“滨海统办”，为实现“滨海通办”奠定

基础。新区审批局牵头各开发区审批

局，6家单位逐个事项对比，充分运用“一

制三化”“告知承诺制”等创新举措，对

467个行政审批事项的事项名称、法律依

据、申请条件、四办类型、办理程序、申请

材料、承诺时限等内容全部统一。同时，

审批人员还在办事指南基础上，对411个

常见高频审批事项编制标准操作规程

（SOP），就材料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审

图、现场踏勘要点逐一进行指导性说明。

今后，新区企业、群众办理同一事项

登录一个平台或选择就近申请地点就可

以办理，办事效率和便捷程度将进一步

提高。记者了解到，新区着力建立一体

化政务服务体系，打破区域办事壁垒，打

造“通办统办”特色政务名片，推行“滨海

统办”。对涵盖企业和群众全生命周期

的政务服务事项逐项编制标准化工作规

程和办事指南，统一申办标准；打造区、

开发区、街镇、村居四级政务服务体系，

统标准、统系统、统数据、统监管、统考

核、统形象，实现全区高水平、无差别政

务服务。推行“滨海通办”，打通天津“政

务一网通”系统和滨海新区政务帮办平

台，按照“应上尽上”原则，实现所有政务

服务事项从咨询、帮办、申报、预审、办

理、反馈“全程在线”，拓展网上办理广度

和深度；实现467个审批事项在区、开发

区、街镇之间线下通办受理，推动103项

民生类公共服务事项下沉至村居便民服

务站，实现群众零跑动、就近办。

首创全流程自动化管理制证中心
日前，天津自贸区仁和百佳医院经办

人李先生来到新区审批局办理单位护士

执业地点变更手续，李先生补充完善了生

成信息，在线提交电子证照申请，审批人

员后台审核，短短几分钟，李先生就拿到

了新的电子证照。李先生说：“不出门就

能申领，省了很多时间，医生、护士们也不

用总随身携带纸质证书了。”审批四室的

毕文静告诉记者：“护士、医师执业注册发

生量大，今年新区审批局已办理护士执业

注册许可460件，医师执业注册许可451

件。电子证照的推行为医师、护士个人提

供了更多便利，假证、假照将无处遁形；对

于审批部门来说，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

免去了录信息、打证书的时间。”

优化内部管理、提高行政审批效能

是怎样做到的呢？区政务服务中心首创

全流程自动化管理制证中心，运用区块

链、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对

政务服务大厅 113 种证照实行全环节集

中管理，实现受理、审查、踏勘、批准、制

证“五分设”审批运行模式，各审批环节

相对独立、环环相扣、相互制约，进一步

落实申请人与审批人互不见面的“双盲”

制，打造行政审批“车间式流水线”作业

模式，从源头上阻断腐败滋生的通道，倾

情打造阳光政务。

（上接第一版）每名消费者每期活动只能

领取一个卡包，每个卡包内含4张消费券

（2 张10元券，满50元减10元；1张30元

券，满100元减30元；1张50元券，满200

元减50元），优惠券领取后10天内有效，

每名消费者在同一商家每天只能抵扣一

张消费券，卡包内消费券不能叠加使用。

此次发放消费券不仅彰显了天津港

保税区对恢复区内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

决心，也对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释放区内

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市场复苏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新区打造政务服务“金名片”

新区智慧农业项目
借力5G“加速跑”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 张惺卓 李楠）在滨

海新区，越来越多的项目伴随5G技术的应用与

推广开启了“加速跑”模式，为行业的智能化、专

业化提供了无限可能。科芯（天津）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一家，通过在智慧农业领

域的不懈探索，其已逐步实现了5G技术的应用

落地，令该企业在全国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在新区的宁车沽绿郡专业种植合作社项

目上，我们已经把5G技术应用到相应的农业

生产设备上了。”科芯公司的项目部经理虞佳

说，在大棚卷帘机和卷膜机、自动施肥的水肥

一体化设备上都有5G技术的身影。

生产设备上的传感器实现了人工替代的第

一步，而5G技术的叠加，无疑让这些技术走得

更远、更稳。在使用了5G技术的宁车沽绿郡专

业种植合作社项目中，农民们无需时刻走在田

间地头，只需要动动手指点开APP就能在手机

上实时监测种植情况。农作物什么时候“渴了”，

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需要“晒太阳”……全

部了然于胸，并且可以第一时间操作安排。

“过去，由于4G技术的带宽所限，会在生产

中出现延迟，这不仅导致工作效率比较低下，而

且会出现安全隐患。而5G技术延迟低的优势极

大地提升了农业设备的灵敏性，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安全保障。”虞佳透露，目前公司已与中国移动

展开合作，在项目周边建设了基站，保障5G信号

的传输。同时，科芯公司也基于5G技术开发了

相应的设备模块，可实现软硬件设备协同配合，

为5G技术在智慧农业领域的落地打好基础。

谈及项目未来的发展，虞佳表示，依托5G

技术，科芯将继续坚定技术自主创新，以先进、

高效、易用的新技术模式，真正实现增收提质、

节能环保、节水控肥，实现农业的绿色可持续

发展，让“天下没有难种的地”。

保税区“网红局长”
带火招商引资“生意经”

时 报 讯（记

者 战旗 朱绍祥）

没有爆笑的噱头，

也无产品推荐，一

个中年男人仅用

十天时间录制发

布 10 条短视频就

净 增 粉 丝 近 400

个 ，并 正 式 跻 身

“网红”行列……

近日，天津港保税

区临港口岸经济

发展局局长付斌现身抖音，通过录制短视频的

形式宣讲保税区对相关产业的扶持政策，并针

对当下热点话题做个人观点分享，令他没想到

的是，这种宣传效果还挺好。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形势并

不乐观，外加部分地区尚未解除疫情限制，拜

访客户无奈被限，招商引资工作压力较大。”谈

到如何想到借助抖音进行政策宣传时，付斌向

记者解释道。据了解，自开始录制短视频以

来，付斌坚持每天更新一期，目前内容策划主

要围绕保税区对大宗贸易、网络货运等产业的

扶持政策展开，辅之个人对当下热点话题及产

业发展形势的理解分享，内容实用且具时效

性。付斌告诉记者，近期已有几家企业通过抖

音联系自己，了解详细情况。

据了解，仅上半年，临港口岸经济发展局

便推动正威国际、厦门国贸、新疆广汇等10个

500 强项目落户，临港口岸贸易实现销售额

1087 亿元，同比增长 401%，新增税收 2.3 亿

元。下半年招商工作现已开启，创新招商方

式、提振招商气势是付斌的关注点之一。付斌

表示，未来将继续借助抖音平台做政策解读，

保证有投资意向的企业能及时有效咨询了

解。此外，他还计划挖掘更多媒体平台进行尝

试，创新招商方式，拓展招商渠道，进而为推动

天津港保税区招商引资工作贡献力量。

保税区发出“暖市大礼包”300万元消费券今日开领

签约现场

卡雷尔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滨海文化中心内的津書馆

记者 周华婷 张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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