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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 城 大 筛 ”已 累 计 完 成 采 样

244.73万份，采样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 已检测样本233.40万份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滨海新区 晴 9℃~1℃ 风力：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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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推动先进制造协同创新、产业应用、产业聚集与产业引领

天津超算中心：新区科技创新的“最强大脑”
■ 记者 牛婧文 报道

五中全会精神在新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创新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

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为了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十四五”科技

创新高地，滨海新区积极发挥各方创新优

势，全力推动形成科技创新发展的新局

面。在这个关键时期，国家超级计算天津

中心依托“天河”系列超级计算系统，以行

业应用需求为导向，重点打造行业创新引

领、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创

新性研发机构和平台，为新区科技创新与

产业升级提供了“最强大脑”的支持。

超级计算支撑产业创新

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主任杨灿群看

来，超级计算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技术孤岛，而

是带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实现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超级马达”。 （下转第二版）

■ 2019年 12月，国家超级计
算天津中心入选工信部“新一代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入围揭榜单
位”。中心以支撑基于算力、算法、数
据融合的智能前沿创新，构建面向产
学研用协同的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综
合服务平台，形成了具备多行业领域
的共享开放训练资源库与智能创新
服务体系。

■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已构
建出从先进材料研发、先进产品设
计、先进工艺优化到先进物联运维的
全创新链，实现了资源共享、成果转
化、产业培育，可全方位推动先进制造
协同创新、产业应用、产业聚集与产业
引领。如今，该中心已成为天津、京津
冀乃至全国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
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的重要支撑。

新华社北京11月23日电 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

网发展论坛11月23日在浙江乌镇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向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方兴未艾，带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得到广

泛应用，互联网对促进各国经济复苏、保障社会运行、推

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电《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

和《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蓝皮书 23 日在

2020“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发展论坛”上发

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指出，2019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

达36.2%，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和增长速度位

居世界前列。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20》显示，截至

2020年5月底，中国光纤网络全面覆盖城乡，光

纤用户占比达 93.1%，位居世界第一。2019 年，

中国4G基站总数为544万个，移动互联网接入

数据流量消费 1220 亿 GB，居全球第一。5G 基

站建设数量至今年9月已超过48万个。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指出，今年以来，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与蔓延，给全球经

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互联网的重要性越发凸显，数

字经济成为对冲疫情影响、重塑经济体系和提升治

理能力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在复工复产、经济复苏、

社会运转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下转第三版）

中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35.8万亿元

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
互联网发展论坛致贺信

据新华社电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根据

目前大气和海洋环境特征，综合各种预测因子和

方法预测，2020年至2021年冬季渤海及黄海北

部冰级为2.5级，总体冰情与近30年平均值基本

持平，较2018年至2019年和2019年至2020年冬

季冰情偏重。

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预测，渤海及黄海

北部初冰日将出现在2020年11月末至12月初，

严重冰期为2021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终冰日

将出现在2021年3月中旬。

其中，辽东湾严重冰期为2021年1月中旬至2

月中旬，浮冰外缘线离岸最大距离为60海里至70

海里，最大冰厚40厘米；渤海湾、莱州湾严重冰期

为2021年1月下旬至2月中旬，浮冰外缘线离岸最

大距离为10海里至20海里；黄海北部严重冰期为

2021年1月中旬至2月中旬，浮冰外缘线离岸最大

距离为15海里至25海里。 （下转第三版）

今冬黄渤海海冰冰情
较前两个冬季偏重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

解到，国家卫健委日前举行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电

视电话会议，通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项督查情况，部署各地毫不放

松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

艰巨繁重。会议提出重点加强疫情监测和信息

报告、“人、物”同防外防输入、院感防控、聚集性

疫情应急处置以及春节假期前后疫情防控等方

面的工作。在强化疫情监测和信息报告方面，

要求适当扩大“应检尽检”核酸检测范围、增加定

期检测频次，做好发热门诊病例排查、报告和转

诊。在强化“人、物”同防外防输入方面，要求对

于航空口岸入境人员，强化隔离服务人员专业技

术培训，严格规范提供服务，加强接送转运、居家

观察闭环管控。对于陆路口岸，加大非法入境人

员排查管控力度，加强高风险人群的个人防护措

施。会议还要求，医疗机构要做好日常门（急）诊

和住院等“应检尽检”人员核酸检测。

国家卫健委：

毫不放松抓好
冬春季疫情防控

根据新区卫健委统一部署，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自11月23日起正

式复医开诊。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市民进医院前有序进行扫码测温登

记。医院内，医护人员耐心引导，急诊、门诊科室均可正常接诊，就医井然

有序。 记者 贾成龙 摄影报道

就医井然有序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从天津

自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获

悉，日前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签署，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

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作为我国

北方重要的开放区域，RCEP 的签署为

天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发展带来重大

机遇。

据了解，中日韩三国分别是世界第

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GDP合计

占全球 20%以上，占 RCEP15 个成员国

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占亚洲70%以上，

超过欧盟。中日韩FTA（自贸协定）谈判

于2012年11月启动，截至目前已举行了

十六轮谈判，但距离达成协议还有一定

距离。

RCEP 的达成，对中日韩自贸区小

循环的形成是重大利好。“天津自贸试验

区作为 FTZ（自贸区），怎么与中日韩

FTA形成互动，也需要找到合适的抓手

和切入点。RCEP 的达成，恰恰为天津

自贸试验区提供了机会和路径。”天津自

贸试验区政策与产业创新发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京津冀、

辐射环渤海、面向日韩和东北亚，且具有

良好的对日对韩合作基础。在新的时代

背景下，天津自贸试验区正在高标准谋

划“十四五”，努力承担更多、更重大的国

家使命和战略任务，着力构建中日韩自

贸区战略先导区，辐射东北亚连接全球

经济。

（下转第二版）

利用国际经济合作条款加强与日韩合作 打造国内国际双向循环资源配置枢纽

RCEP签署 天津自贸区迎来重大机遇
■ 天津自贸试验区可以通过对接我国在RCEP中对日本、韩国在关税减

让、投资、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相关承诺和
限制，在天津自贸试验区这一个小区域内进行率先开放和创新，从而为中日韩
FTA的达成进行风险压力测试。

■ 天津自贸试验区可以利用好RCEP中的国际经济合作条款，加强与日
本、韩国相关地区和仁川、釜山等特殊经济区域，在医疗美容、生物医药、信创产
业、人工智能、融资租赁、商业保理等方面的合作，打造国内国际双向循环的资源
配置枢纽，促进中日韩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分销网络的调整和重塑。

“滨城大筛”后

昨日迎来了新的一周，经历了48小时“滨城大筛”的

泰达一中开始复课。记者在泰达一中看到，学校教职工

连夜对校园消毒清整后，校园恢复平静，师生们重新回

到教室安心读书学习，书声琅琅。

教室书声琅琅复
课

▲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11 月 23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办主任孙阳任组

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办副主任杨峰

任副组长的国家卫健委专家指导组继续

在新区开展现场调研活动。区委副书

记、区长杨茂荣参加调研。

专家指导组一行先后来到区公安局

大数据中心、艾迪康医学检验所，听取疫

情防控大数据研判汇报，详细了解核酸

检测质量控制工作，并深入极地海洋馆、

滨海新区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就疫

情防控关键环节给予专业指导和支持。

孙阳指出，根据研判，境外疫情还处

在大流行早期，正在加剧蔓延。滨海新区

是一个口岸城市，有海港、空港等入境口

岸，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持续存在，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压力很大。面对错综复杂

的疫情防控形势，天津滨海新区果断快速

处置，充分发挥公安“大数据”在疫情防控

中的独特作用， （下转第二版）

国家卫健委专家指导组在新区开展现场调研活动

“我们对滨海新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充满信心”
杨茂荣参加

复
诊

▲

“滨城大筛”进入“清零”阶段

致敬坚守一线的
战“疫”英雄

行动起来，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