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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近日，滴

滴网络货运在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顺利获

批“网络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泰达

平台经济再添“货运巨头”。滴滴网络货

运的加入将为泰达网络货运注入新动力。

为促进道路货物运输业与互联网融合

发展，规范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活

动，维护道路货物运输市场秩序，经开区

政务服务办公室联合运输管理中心、税务

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网络货运项目服务组，

积极培育和引进网络货运项目，助力网络

货运企业快速获得证照。（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5月9

日，经开区企业天津悦鸣腾宇通用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在自有厂区内举行了冲压

钣金件项目奠基典礼，该项目将主要用

于生产汽车冲压钣金件、熔接组立件。

据介绍，该冲压钣金件项目位于

经开区中南四街以南、泰嘉路以东，占

地面积27513.2平方米，建筑面积17154

平方米。项目导入国内一流品牌800T

自动冲压生产线、1600T自动冲压生产

线 和 2500T 自 动 冲 压 生 产 线 ，预 计

2022年中投产。 （下转第三版）

经开区一冲压钣金件项目奠基
汽车产业链加快完善

泰达平台经济再添“货运巨头”
促进道路货物运输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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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近6年建成 共用1.7万块
花岗石和汉白玉

■ 记者 王梓 报道
5 月 11 日 ，“IP 赋 能 ，聚 势 而 变 ”

2021IP主题研讨交流活动在生态城国家

动漫园举行。来自全国影视、动画、漫

画、游戏等文化重点领域的百余位嘉宾

参加了本次IP领域盛会，共议IP发展趋

势。作为天津市文化产业最为活跃的区

域之一，生态城在IP生产上拥有丰富的

文化积累及平台资源，优质原创IP不断

涌现，IP运营能力也在不断加速提升，产

业发展活力十足。

推动IP深耕细作能力再升级

作为重要的流量入口，IP在互联网新

生态体系下发展迅猛，近年来已成长为深

度关联消费者的链接器，并契合消费升级

的战略发展方向。经过多年的发展，IP已

成为文化创意市场上无法忽视的力量。

记者在活动中了解到，2021年开年以

来的文化创意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优质IP项目依然是文化创意市场的刚需，

IP思维下运作的项目依然为整个市场带来

活力和价值。就整个产业链来说，围绕文

学、漫画等内容IP进行开发的项目，从影

视、动漫等内容开发端到文旅、消费的变现

端也正在持续向好。不过，记者也注意到，

市场上仍充斥着大量高举IP概念的资源，

同质化产品开始泛滥。因此，IP的精细化

运营能力将成为深度和长线挖掘 IP 价

值、制胜IP文化创意市场的关键。

此次活动中，中新天津生态城产业

园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同北京红棉小冰科

技有限公司签约，双方将在国家动漫园

打造数字文化新技术实验室，依托人工

智能小冰框架，为国家动漫园入驻企业

提供完整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解决方

案，推动园区IP深耕细作能力再升级。

“我们和国家动漫园很早之前就有

接触，了解到他们在孵化动漫数字化领

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园区内

的企业在生产内容上有很大的 IP 变现

需求。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5 月 10 日上

午，滨海新区召开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

务，形成合力，确保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区

复审。区委副书记、区长杨茂荣出席并

讲话。副区长梁春早就创卫复审和国家

卫生镇、市级卫生村创建工作作部署。

杨茂荣指出，创建国家卫生区是全

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事关群众

健康，事关民生福祉。2017年，滨海新区

以全市创卫历史最高分通过国家卫生区

复审更名，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

定，也形成了滨海经验，叫响了滨海品

牌；2020年，新区又成功入选第六批全国

文明城区，获得了国内城市综合类评比

中的最高荣誉，赢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综

合实力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新区一定

要把创卫复审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

推进美丽“滨城”建设的重要抓手，不断

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众志成城、接续奋斗，擦亮国家卫生

区这块金字招牌。

杨茂荣强调，创卫复审工作刻不容

缓。要鼓起绝不服输、力争上游、志在必

得的志气，激发百折不挠、昂扬向上、敢

打敢拼的士气，重事功、练事功、善事功，

全力做好准备，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复审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

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建

党100周年。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2020年落实有关重

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

励的通报》，对落实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等有关重

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予以

激励。滨海新区以高新区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

服务产业集群（以下简称“高新区网安产业集

群”）为主体，继上一年度后再次入选“大力培育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特色优势明显、技术

创新能力较强、产业基础雄厚的地方名单”。

据悉，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有关重大

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中，培

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全市唯一保持三连冠

的激励，其中两次是由高新区网安产业集群支

撑获此殊荣。2019 年，高新区网安产业集群成

功入选首批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2020

年，高新区网安产业集群在全国66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中脱颖而出，综合评价位列第7，并

入选国家发改委《拟报国务院办公厅的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作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

方名单》。 （下转第三版）

高新区网安产业集群
连续两年获国务院激励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

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的意见》全文如下。 （下转第二版）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

“IP赋能，聚势而变”2021IP主题研讨交流活动举行

生态城 IP 运营能力加速提升
■ 中新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同北京红棉小冰科技有限
公司签约，双方将在国家动漫园打造数
字文化新技术实验室，依托人工智能小
冰框架，为国家动漫园入驻企业提供完
整的人工智能内容生产解决方案

■ 北京民族汇国际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将和生态城区域
内文旅IP进行合作，根据IP特
点进行二次创作，打造颜值又
高又好吃的专属文创雪糕并向
游客售卖，最终实现IP的变现

滨海新区召开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创卫复审 向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杨茂荣出席并讲话

4月的“滨城”繁花似锦，樱花、海

棠、牡丹等花卉次第开放。眼下进入5

月初夏时节，“滨城”花讯仍应接不暇，

芍药、月季等品种已逐渐进入盛花期。

记者在泰达植物资源库牡丹园看

到，这里的牡丹花期已过，芍药紧随其

后。泰达绿化科技集团研究中心陆续

在牡丹园引种200余个品种的芍药，花

色多样，花型丰富。

在泰达植物资源库月季园，盛开的

月季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赏。到了5

月中旬，“滨城”俨然成为一座“月季花

城”，泰达植物资源库月季园、高铁滨海站

南侧月季基地、第七大街月季大道等各处

月季渐次开放，妆点着5月的绚丽美景。

此外，在泰丰公园等场所，记者看

到，蔷薇也迎来盛花期，浅粉色的猬实

也在成串开放。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繁花似锦
初初 “滨城”夏

▲▲ 市民来到泰达植物资源库赏花市民来到泰达植物资源库赏花 市民拍照捕捉鲜花美丽瞬间市民拍照捕捉鲜花美丽瞬间

▲▲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5月11日，市委常委、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会见埃克森美孚全球

润滑油业务北亚太区总裁张松彬一行。

连茂君对埃克森美孚公司长期为新区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他说，滨海

新区地处改革开放最前沿，正深入贯彻落实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全面落实“一基地三

区”功能定位，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实现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与新区多年良好合

作的基础上，再次加大对新区的投资力度，完全

契合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也充分体现了对新区

发展的信任和支持。新区将在应用场景、发展空

间等方面提供最优质的环境，助力企业放心舒心

投资、安心安全发展。

张松彬对天津市及滨海新区对企业发展给

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埃克森美孚公

司高度重视与新区的合作，将与新区建立紧密的

沟通交流机制，继续加大投资力度，全力扎根新

区发展。

区领导赵前苗、梅志红，滨海高新区党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夏青林参加。

连茂君会见埃克森美孚全球
润滑油业务北亚太区总裁张松彬

新区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见行见效

一切为了群众的“急难愁盼”事
两个多月来，新区各街镇、社区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

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一场场生动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蓬勃展开，一件件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急难愁盼”事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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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能大会关关注注

天津“产研汇”暨人工智能产业成果对接会召开

新区科研院所
技术成果亮点频出

顶天立地的巍巍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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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账户：

良好营商环境助力
企业实现科技赋能

天津新松：

智能发球机器人
将亮相智能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