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王梓 贾成龙）9月13

日，中奥智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奥智慧公司”）在天津经开区奥的

斯电梯泰达基地正式揭牌成立。该公司

是一家专业、智能、以客户为导向的第三

方电梯检测公司，将为天津经开区智能

制造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中奥智慧公司是奥的斯电梯（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深入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电梯维保和检测的最新工作

部署，基于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在国内

设立的第一个智慧电梯检测中心，是奥

的斯集团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

阶段，将为集团延伸产业链、增强市场竞

争力提供有力保障。中奥智慧公司占地

面积800平方米，拥有独立的资料室、仪

器室等办公场所。

（下转第三版）

中奥智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泰达揭牌
为天津经开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财金通保理天津经开区完成增资
注册资本增加1亿元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日前，

由临沂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

财金通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财金通保理”）在天津经开区完成

增资，注册资本由1亿元人民币增加至2

亿元人民币。增资后，企业将进一步提

升业务规模，加快战略布局，打造国有企

业发展创新金融业务的优质样本。

临沂市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由

临沂市财政局独资，以促进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

和类金融服务为工作主线的国有金融平

台。财金通保理于2017年12月在天津

经开区成立。项目积极贯彻落实金融支

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倾力

打造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以全新金

融服务业态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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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国家卫生区成果 共同缔造美丽滨城

新华社西安9月14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四届运动会开幕式9月15日20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

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

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

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

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15日晚在西安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加快天津邮轮产业发展的意见》出台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锚定“邮轮港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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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茂君率滨海新区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学习考察

持续升级加力 深化全方位协作
助力黄南州实现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在滨城双减双减
新区打出

“双减”组合拳

开药取药便捷省时
网上预约全国送药

“您好，您开什么药？”

“泮托拉唑纳肠溶片还有氯化钾缓

释片。”

“和上次一样的两种药对吧，我这边

开完了，您看一眼处方。”

“看到啦，谢谢大夫！”

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互联网

医院诊室里，医生正通过视频与在家中

的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完成了一次网上

挂号、取药、缴费的过程。这短短的一分

钟为患者和家属们节省的不仅是时间，

更多的还是精力。“以前我去医院拿药，

都要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上次听说有

了互联网医院可以网上拿药，我就想试

试，没想到等了3分钟左右就接通了，然

后1分钟不到药就开好了。”张女士通过

视频向记者表达了自己的兴奋之情。

开药不用来医院，取药也变成了送药

上门。家住塘沽上海道永康里小区的李

士发老人这天下午就收到了前一天在网上

为老伴开的药。网络预约、挂号、问诊、取

药，然后送药上门，这些步骤在一天之内就

可以完成，这样的变化过去老人想都不敢

想。“以前挂号、排队、缴费、拿药，这一套

步骤下来得多半天。现在直接网上预约，

预约之后转天就把药送到家里来了，太方

便我们老百姓了！” （下转第三版）

新区不断提高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智慧医疗让滨城百姓告别“看病难”
■ 记者 孔一权 摄影报道

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水平是衡
量国家卫生城区创建成果的重要组
成部分。滨海新区始终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理念，为滨城百姓开展全
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不断提高医疗
健康高质化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让人民群众在不断提高的智能
化便捷化医疗服务中收获越来越多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滨城百
姓在共同缔造美丽家园的同时，也
在共享着幸福美好智慧新生活。

时报讯（记者 王梓）9月14日，隆平小站香

文化馆在经开区天隆众创空间揭牌。该馆由泰

达企业天津天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天隆众创

空间共同打造。同时，以“袁隆平心系天津小站

稻产业发展”为主题的展览也在隆平小站香文

化馆正式开展。该展将长期免费对外展出，弘

扬和传承袁隆平的创新精神。

袁隆平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

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被誉

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儿时曾成长在天

津，对小站稻情有独钟，与天津、滨海新区有

深厚渊源。

隆平小站香文化馆位于经开区睦宁一街天

隆众创空间一层，展示了袁隆平生平经历和荣

誉功勋，包括他多次来到天津指导小站稻发展

的题字照片，以及在他关心下成长的小站稻天

隆优619样本等。

隆平小站香文化馆新区揭牌
弘扬传承袁隆平创新精神

在刚刚闭幕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天津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

松”）携两套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亮相工业机器人展

区，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展现了新松的硬核技术。

据了解，此次天津新松展出的小组立机器人

智能焊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粤港澳大湾区“超级

工程”——深中通道项目的海底隧道沉管焊接作

业。除了高智能化，小组立机器人智能焊接系统

生产效率高，一台机器人可代替两名焊接工人，

一名操作人员同时可以管理 10 台机器人，并且

焊接质量稳定。目前，这款机器人智能焊接系

统已在天津新松实现“津产”。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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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机器人大会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9 月 13 日至

14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

君率滨海新区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省黄南

藏族自治州学习考察，并召开滨海新区

对口支援黄南州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

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深化

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

要求，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进一步推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工作。黄南州委书记王耀春陪同考

察并出席座谈会。

群山笼翠，黄河水绿。13日中午，代

表团甫抵西宁市，即驱车1个多小时，来

到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走进三江源

扶贫生态产业集中园区，详细了解园区

建设运营情况，察看天津援建的冷链仓

储建设情况，就进一步深化产业援助与

园区负责同志进行深入交流。随后，代

表团来到昂拉千户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参观，了解昂拉千户府的建筑由来、历史

事件，学习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

仲勋模范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在西

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的成功实践和

宝贵经验。在德吉村，代表团走进村发

展史馆，深入脱贫户达巴家中，了解当地

易地搬迁、安居富民等情况。

14日，代表团来到黄南州职业技术

学校新校区，了解天津援建项目建设情

况，并就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等与当地

负责同志深入交流讨论。连茂君嘱咐

区有关部门要积极深入做好对接工作，

推介更多新区企业参与学校双创园区

建设，促进产学深度融合。在黄南州医

院全科医师培训基地，连茂君亲切看望

慰问援青医务人员，了解医院专技人才

实训培养等情况，要求区有关部门要充

分发挥新区医疗资源的优势，积极开展

远程医疗、远程培训，帮助黄南州不断

提升医疗卫生水平，更好造福黄南人

民。随后，连茂君来到天津援建的同仁

市第二幼儿园，走进教室、卧室和食堂

等处，饶有兴致地观看孩子们做黏土泥

塑、绘画等手工游戏，了解幼儿园招生、

运营等情况，叮嘱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要

加强教育援助，不断提高办园特色水

平，为黄南人民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教

育。在黄南州热贡艺术博物馆，代表

团走进展厅深入了解堆绣、唐卡、泥塑

等艺术品制作，感受“热贡艺术”的独特

魅力。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
喜）9 月 14 日，区委副书

记、区长杨茂荣深入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聚集区暗

访督导“双减”工作落实

情况。

杨茂荣一行先后来

到泰达街第三大街鸿泰

千佰汇商场、杭州道街福

地广场和新村街泛华国

际大厦，实地察看了新东

方、松鼠智适应、锐思（学

科类）以及人人墨、远方

文学、易乐学（非学科类）

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

涉“双减”广告牌综合治

理情况，对各培训机构认

真落实“双减”政策给予

肯定，并详细询问培训机

构转型和培训教师就业

等情况。杨茂荣指出，配

合“双减”工作，新区出台

政策，结合高中阶段师资

力量建设，面向社会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为培训机

构人员提供更多就业机

会。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要全力做到应停尽停、彻

底真停，坚决杜绝表面停

和由“地上”转为“地下”、

由机构转为家庭行为，确

保“双减”工作取得实效。

杨茂荣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

对“双减”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全市“双减”

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双减”工作的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要锤炼内功，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提

高师资水平，优化课程设置，加强教学管理，进

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细致认真抓好课后服

务，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让学生学习更好回

归校园。 （下转第二版）

杨
茂
荣
暗
访
督
导
﹃
双
减
﹄
工
作
落
实
情
况

全
面
高
标
准
完
成
﹃
双
减
﹄
任
务

努
力
为
全
市
提
供
可
借
鉴
可
复
制
创
新
经
验

参观者驻足观看新松机器人参观者驻足观看新松机器人

新松智能焊接系统新松智能焊接系统

医生收到患者的网络咨询医生收到患者的网络咨询

医生远程交流分析病人病情医生远程交流分析病人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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