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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扎实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

革，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联合举办的 2019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

物”发布活动近日揭晓评选结果，天津航

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特级

技师崔蕴入围。

此次发布的 10 位“大国工匠年度

人物”分别来自国防军工、装备制造、

交通运输、传统工艺等多个行业，都是

所在行业的顶尖技术技能人才，都是

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优秀

传承者。

2019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

活动自 2019 年 7 月启动，采取各省级工

会、各全国产业工会推荐，与职工群众

推荐、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组委会办公

室经过认真审核材料、广泛征求意见、

反复对比遴选，从推荐人选中初选出 50

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候选人。相关

领域知名专家、著名劳模代表、资深媒

体人士组成的专家评委会，经过严格评

审，从候选人中最终评选出 10 位 2019

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首届“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已于 2018 年成功

举办，推选出高凤林等10位家喻户晓的

“大国工匠”。

记者 桂香

新区总工会向全体干部职工发出倡议

以更加充分的准备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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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滨海新区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

近日，新区总工会向全体新区干部职工

发出倡议，号召大家听从市委市政府、区

委区政府的号令，顾全大局积极投身疫

情防控工作，采取坚决果断措施，迅速有

力切断病毒传播渠道，巩固来之不易的

防控成果。

倡议指出，新区全体干部职工要以身

作则，支持疫情防控工作，要充分认识滨

海新区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

决服从区委区政府统一指挥、统一协调、

统一调度，充分理解并主动配合社区、企

业、公寓防控部署，严格落实防控要求，出

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做到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以高度的责任心保护自己及家人

朋友身体健康；要科学防控，坚定战胜疫

情信心，在思想上保持战时状态，不麻痹、

不松懈，在信息传播上要以国家权威部门

发布的疫情通报为准，不信谣、不造谣、不

传谣，在行动上要继续保持良好卫生习

惯，勤洗手、戴口罩、少出门、少聚集，有情

况要立即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或所在单位

报告；要统筹兼顾，助力企业复工复产，要

服从大局需要，服从单位组织安排，确保

防控措施落实和个人防护到位，要与企业

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扶持、相互成就，以更

加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准备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与企业共渡难关，要立足岗位、尽

职尽责、群策群力，为企业实现安全生产

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新区

总工会号召广大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积极行动

起来，全面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全力配合

各项防控工作，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坚决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记者 桂香

近日，由保税区总工会、保税区

人社局、保税区市场局主办的“益嘉

杯”粮油检验检测职业技能邀请赛开

赛。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益海

嘉里食品工业（天津）有限公司、九三

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中储粮

油脂（天津）有限公司4家单位选派80

名选手参加初赛及笔试，13名优秀选

手入围实操决赛。最终，来自嘉里粮

油（天津）有限公司的付国强获得比

赛冠军。

本次比赛从保税区粮油产业发

展现状和需求出发，着眼于食品安全

和民生所需，着力打造更为广阔的比

学赶超实战平台，进一步提升粮油检

验检测技能水平，为推动粮油产业良

性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贡献力量。 记者 桂香 摄影报道

日前，经开区总工会成功举办了 2020 年

“和富杯”食品安全知识竞赛决赛。竞赛在网

络平台上举办，以食品安全法与实施条例为

竞赛基础，以增强食品安全知识和疫情防控

能力为出发点，以“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为主题，沿袭传统竞赛形式与创新竞赛模式，

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两个层面，凸显“健康第

一，比赛第二”的竞赛理念。通过前期动员、

赛前宣传等环节，共吸引了来自经开区10家

企业的近千名职工参与。

经过预赛选拔，共有6家企业的18名职工

进入决赛。决赛采用线上视频与微信小程序

互动配合完成，线上与各参赛企业代表队视

频连线完成答题环节，通过微信小程序实现

抢答功能，切实保证了比赛过程的公平、公

正、公开。最终，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代表队获得本次竞赛的冠军，天津顶

益食品有限公司代表队、天津顶园食品有限

公司代表队分获第二、三名。 记者 桂香
2019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发布活动近日揭晓评选结果

新区出了位“大国工匠”！

粮油检测 比拼技能

经开区总工会
举办食品安全线上知识竞赛

本月，高新区总工会（团委、妇联）启动

“青春同行、缘来有你”第二期青年交友联谊

活动，来自麒麟软件、航天中为、曙光信息、云

账户等单位的百余名青年报名参加。经过线

上线下互动环节，最终14名单身青年达成交

友意向，牵手成功。

据了解，为避免人员聚集又满足单身青

年交友需求，自2020年6月起，高新区总工会

（团委、妇联）引入专业交友联谊平台“天下无

单”创新联谊模式，对报名青年进行精准匹

配，以线上初选结合线下互动的形式开展联

谊活动。活动一经发布，受到高新区广大单

身青年的欢迎。在线上活动中，单身青年通

过自我介绍、情感测试、才艺展示等环节，展

现个人魅力，寻觅有缘青年。在线下活动中，

青年们来到高新区党群服务中心，通过一个

个打卡小任务，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加深彼

此了解，达成交往意向。

下一步，高新区总工会将持续开展青年

联谊活动，不断拓宽青年社交渠道，切实帮助

高新区青年解决婚恋交友难题。 记者 桂香

高新区总工会
帮青年员工交友“脱单”

崔蕴崔蕴

近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航空工业”） AC312E直升机

天津生产开工仪式在航空工业天津直升

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天

直”）举行，标志着AC312E直升机开始在

天津港保税区总装生产。这是航空工业

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布局，落实

与天津市战略合作协议的重要部署，也是

充分利用天津滨海新区区位优势振兴民

用直升机产业、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举措。

为 充 分 发 挥 京 津 冀 一 体 化 区 位

优势，实现民机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

AC312E 直 升 机 的 自 主 设 计 制 造 单

位 ——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哈

飞”）在航空工业的统筹部署和指导下，

对航空工业天直进行体系和能力的全

面改造升级，通过开展 AC312E 直升机

生 产 、服 务 能 力 建 设 ，并 持 续 导 入

AC352、AC332 等新机型，逐步拓展研

发、培训、售后、客户化改装及维修能

力，构建融合、协同、高质量的民用直升

机研制体系，努力将其打造成为以民用

直升机为主要产品，同时具备承接国际

合作项目能力的现代航空企业。日前，

经中国民航局现场审查，批准 AC312E

直升机在天津总装生产。

据了解，AC312E直升机是航空工业

哈飞自主设计制造的双发轻型多用途直

升机，于 2016 年成功首飞，并相继获得

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现已批量进

入市场。该型直升机具有动力强劲、航

电系统先进、座舱布局合理、构型转换快

速等优势，具有良好的高温高原性能，可

满足航空应急救援、警用执勤、通航作业

等多种任务需求，最大起飞重量 4250 千

克，具有在昼夜间及复杂气象条件下飞

行的能力。

2009 年，天津市政府与航空工业签

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设中国直

升机产业核心聚集基地。经过双方紧

密合作，航空工业直升机板块在天津港

保税区快速发展，成为区域航空产业发

展的中坚力量。天津港保税区作为天

津的重要经济开发区，区位、政策和产

业优势明显，航空制造、航空维修、航空

服务、航空物流和通用航空产业竞相发

展，已成为我国航空产业聚集区。目

前，保税区正在抓紧推动航空产业的

“铸链、补链、强链”，此次 AC312E 直升

机项目在天津总装生产，将有力推动保

税区直升机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吸引

更多配套项目落户，助推天津市航空产

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AC312E直升机开始在保税区总装生产

新机型“落地”拓展新区直升机“空域”
■ 记者 单毅 朱绍祥 王鼎鑫 报道

目前，保税区正在抓紧推动航空产业的“铸链、补链、强链”，此次AC312E直
升机项目在天津总装生产，将有力推动保税区直升机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吸引
更多配套项目落户，助推天津市航空产业向更高质量发展。

货架上各种药品有序摆放，工作

人员身着工服、佩戴口罩，有的在对药

品进行整理，有的正按照订单明细取

货……这是天津壹号药业药品仓库内

的景象，虽然“双十一”已过去多日，但

员工的忙碌劲儿依然不减。作为纳斯

达克上市公司 1 药网的华北运营中心，

天津壹号药业于去年6月在天津港保税

区成立，从事互联网药品经营服务，辐

射我国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企业从

计划进驻天津开始，就得到保税区管委

会的大力支持，从招商选址、税收优惠

到具体证照申请等，保税区提供了全面

服务，并对企业的具体诉求快速响应，

第一时间帮助解决。

“短短几个月，华北运营中心销售较

预期翻倍增长，成为1药网最重要的区域

业务基地之一。原存储能力已不能支撑

业务的高速发展，扩容仓库问题摆在了

眼前。”据1药网政府事务总经理高晶介

绍，由于在仓库扩容上遇到难题，公司向

保税区市场监管局进行咨询，寻求仓库

扩容的解决方案。保税区市场监管局积

极向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进行反馈沟

通，新区市场监管局对天津壹号药业的

诉求非常重视，主动与市市场监管委、市

药监局等部门联系，使得公司的申请不

到一周便成功审批完结。

仓库扩容后，有效解决了天津壹号

药业药品存储能力不足的问题，使运营

能力提升1倍，公司也马力全开，争创更

优秀的销售业绩。今年“双十一”期间，1

药网布局全国的供应链网络，尤其是天

津壹号药业华北运营中心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从 11 月 1 日零点开始，截至

11日23时59分，天津壹号药业订单数较

去年同期增长 339%、销售额增长 207%、

客户数增长450%，“双十一”期间的订单

全部实现当天出库，超过90%的订单实现

48小时送达。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

好。天津港保税区始终在抓落实、办实

事上下功夫，用实实在在的举措促进企

业健康成长。今年是天津全面建成高质

量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是保税区法定机构改革后的第一年。

保税区把便利化程度作为企业感受改

革成果最直接的晴雨表，全力营造成本

低、环节少、服务好、效率高、监管优的

最优营商环境，助推区域快速实现高质

量发展。 记者 单毅 朱绍祥

仓库扩容后火力全开 天津壹号药业销售额实现快速增长

“最优营商环境”助企斩获喜人业绩
订单数较去年同期增长339%、

销售额增长 207%、客户数增长
450%……这是天津壹号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壹号药业”）在
不久前的“双十一”期间斩获的喜人
销售业绩。这份骄人成绩的背后，
除企业周密部署及员工争分夺秒地
工作外，与企业今年完成二期仓库
扩容密不可分，而促成企业实现快
速发展及仓库扩容则得益于天津港
保税区管委会的全面服务及滨海新
区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通讯员 姜冬雪）记

者从天津机场获悉，天津机场恢复开通至夏河

的航线航班，由四川航空公司执飞，航班号为

3U8805/6，航线为成都-夏河-天津，机型为

A319，班期为每周一、三、六。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天津市对口支援的重

点地区，夏河县位于甘南藏族自治州西北部。

近年来，天津与甘南地区在产业、教育、卫生、

劳务、培训、旅游等多方面开展了经贸合作和

文化交流，大批天津干部在甘南自治州对口援

建，两地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天津至夏河航线

的开通为天津市对甘南地区提供对口帮扶，两

地间深化经贸合作及往来提供了更加快捷顺

畅的空中通道。

2017年 3 月 20 日，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

会致函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表达了开通天

津至夏河航线航班的迫切意愿。在民航华北

局大力支持下，2017年7月31日，西藏航空开

通“重庆—夏河—天津”航线。2018 年夏航

季，西藏航空将“重庆—夏河—天津”航线改

为“拉萨—夏河—天津”航线。2018 年 10 月

以来，因多方面原因该航线停飞，津甘两地旅

客往来受到影响。

天津至夏河航线恢复
两地往来空中通道畅通

航空工业天直供图

（上接第一版）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院

长夏学平介绍，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

达34.81万亿元，同比增长6.7%，直播电商等新

业态爆发式发展，农村电商迅速崛起。同时，

今年以来，网上购物、在线教育、在线娱乐、远

程办公等线上需求增长较快，服务业数字化水

平加速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
规模达35.8万亿元

（上接第一版）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中心

表示，2021年1月至2月，渤海和黄海北部海域

冰情发展较快，部分水产养殖区、港口码头、石

油平台和有人居住海岛的周边海域可能出现阶

段性严重冰情。海水养殖、渔业捕捞、海上交通

运输、港口码头、石油开采以及其他海上施工作

业的有关单位和公众，应密切关注当地冰情变

化和海冰预（警）报信息，做好防冰抗冰工作。

今冬黄渤海海冰冰情
较前两个冬季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