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与滨海新区文艺工作者同台演出

天津市第十三届滨海艺术节闭幕

9月24日下午，“迎国庆”黄南·滨城文化交流专
场演出暨天津市第十三届滨海艺术节闭幕式在滨海
文化中心举行。黄南州民族歌舞剧团与新区文艺工
作者同台演出，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喜迎新中国
成立72周年，为滨海艺术节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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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生态城的各

个公园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今年9月

28日是生态城开工建设13周年纪念日，

很难想象，13年前，这里竟是一片遍地灰

色盐滩与黑色污水湖的盐碱荒地。更难

想象的是，4700多个日日夜夜里，城市建

设者们是凭借怎样的攻坚精神，持续在

生态保护领域尽心探索，保留修复原始

湿地和生态岸线，改良盐碱荒滩土壤，

建设城市公园绿地，提升物种多样性，

才让这片盐碱荒地有了“蓝绿交织、河海

相连、动静结合”的特色滨海城市风光。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情怀

“我们把生态城轻轻放在大自然

里，吸引人们在此安居乐业。”生态城建

设局局长孙晓峰告诉记者，13 年前，他

只是生态城建设局的一名普通实习

生。光阴荏苒，13年弹指一挥间。孙晓

峰回想起，十多年前的生态城一无所

有，放眼望去，只有白茫茫的盐碱荒滩

和积沉几十年的工业污水。“建设之初，

管委会没有办公楼，大家挤在租来的招

待所里办公；生态环境太过恶劣，一线

建设者们需要戴着防毒面具干活；由于

时间紧、任务重，大家只能以工地为家，

去打这场硬仗、苦仗、持久仗。”孙晓峰

表示。

在生态城管委会，像孙晓峰一样的

“80后”建设者还有很多。他们不只是把

建设工地当成家，更重要的是把生态城

当作自己的家。“我出生在吉林省吉林

市，在生态城恋爱、结婚，两个孩子都在

生态城出生、长大，家里的四位老人也都

搬到了生态城居住。正是滨海新区的开

放包容，使像我一样的一大批外地年轻

人、建设者‘用脚投票’，选择在生态城安

家。”孙晓峰介绍，很多人把心安在了生

态城、把“根”扎在了生态城，越来越多的

人把自己奉献给了这座城。

孙晓峰说，生态城从荒无人烟到繁

华宜居，他们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他

们在城市华丽蜕变的过程中施展所学，

勇当改革发展的“先锋队”和“野战军”。

从不毛之地到“未来城市”，宜居宜业宜

游国际合作美丽滨海之城的蓝图正一步

步变为现实。

今年 6 月发布的《中新天津生态城

2020 生态城市白皮书》中有一组数据

说明了一切：从 2008 年 9 月 28 日正式

开工建设至今，近 13 年来，生态城经济

实现高效增长，主导产业发挥集聚效

应，城市形象得到显著提升，社会功能

获得全面改善，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活

力。2013 年，生态城累计绿化面积 332

万平方米，累计建成区面积 6.54 平方公

里；截至 2020 年，区域累计绿化面积已

达 1049 万 平 方 米 ，累 计 建 成 区 面 积

18.27平方公里。 （下转第三版）

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禁区”蝶变“生态新城”
■ 记者 张倩 王梓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 从2008年9月28日正式开工
建设至今，近13年来，生态城经济实现
高效增长，主导产业发挥集聚效应，城
市形象得到显著提升，社会功能获得
全面改善，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 2013年，生态城累计绿化面积
332万平方米，累计建成区面积6.54
平方公里；截至2020年，区域累计绿
化面积已达1049万平方米，累计建成
区面积18.27平方公里

■ 截至目前，生态城已建成投
用公园39座，累计绿化面积1049公
顷，建成区绿地率达到50%以上；植
物种类由最初的66种增加到现在的
265种；完整保留了区域湿地，形成
了集河道、湖面、草地、湿地、海滩于
一体的生态格局；境内观察并记录
在册鸟类共 179 种，较开发建设前
有了大幅提升，实现了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生态城秋景美不胜收

中达（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泰达
依托中欧班列进行优质特色商品直采直购

边缘计算领域实力企业入驻滨海-中关村
为本市新基建发展提供新动力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记者从

经开区了解到，近日，中达（天津）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落户泰达。该公司定位于

总部基地，将与郑州国际陆港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共同开拓天津及全国市场，并成为

面向中小商超渠道的天津独家运营商。

据了解，经过十年的发展，中欧班列

已成为中欧间重要国际物流交易通道。

中达（天津）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落地新

区后，将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汉堡）、现

代化集疏运网络和冷链多式联运，对中

欧班列沿线及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

法国、比利时、波兰等货源辐射国，以及

日、韩、我国港澳台等亚太国家和地区进

行优质特色商品直采直购。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公司致力于发展

直采直运直营、全程冷链运输，进口商品目

前包含牛奶、果汁等数百种优选产品，且还

在不断扩充，坚持为消费者提供原装、原

汁、原味的优选商品。”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9 月 24 日，

由杭州云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云呦科技”）与重庆算力科技有限公

司共同打造的云哟科技鲲鹏生态边缘

计算（天津）运算中心暨天津四海科技

有限公司天津运算中心在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正式落地投用。作为云哟科技

在天津的首家运算中心，该中心的投用

将为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新基建发展

提供新的动力。

据了解，边缘计算是指在靠近物或

数据源头一侧，采用网络、计算、存储、应

用核心能力集于一体的开放平台，就近

提供最近端服务。其应用程序在边缘侧

发起，可以产生更快的网络服务响应，满

足行业在实时业务、应用智能、安全与

隐私保护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云哟科

技总经理李皓霖告诉记者：“业内有一

句话叫云边端，云计算、边缘计算和智

能终端——三体协同。 （下转第二版）

昨日，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

年机器人设计大赛DOBOT智造大挑

战——天津城市选拔赛开赛。来自北

师大生态城附属学校、泰达实验学校、

保税区临港实验学校、塘沽紫云中学、

泰达一中、泰达实验学校等多所新区

中小学校的学生参加了此次大赛。

经过近4个小时的激烈角逐，参赛

选手顺利完成设计、调试、运行等环

节。紧张的赛场上，青少年们挥洒着

汗水、勇气与智慧，在团队成员的共同

努力下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

据了解，本届赛事面向青少年普

及人工智能在实际生活中的创新应

用，使青少年进一步了解新技术、新应

用带来的社会价值，引导青少年掌握

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激发创新热情与

创造活力，积极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潜

质和应用能力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后备

人才。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世界机器人大赛
滨城小能手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从东疆保税港区

获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发

布第三批示范物流园区名单，东疆保税港区榜上

有名。

据了解，东疆保税港区作为天津港口型物流

枢纽的核心区域，围绕推动优化航运物流产业结

构、强化冷链物流行业优势、加速智慧物流行业

发展、探索口岸通关创新等深入谋划，大力推进

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此次获批国家

级示范物流园区，标志着东疆在强化物流基础服

务、完善物流设施布局、创新物流发展模式、突出

特色化经营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据介绍，东疆将按照相关要求及时总结园区

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成熟模式，把物流园区示范工

作与促进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和高质量发展结合

起来，进一步为降低实体企业物流成本，带动区

域物流业聚集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东疆保税港区获批
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据新华社电 全国工商联25日在湖南省长

沙市发布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华为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团有限公

司位列前三，位居前五的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规

模均超过6000亿元。

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黄荣介绍，从营业收入

来看，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235.01亿元，

比上年增加32.97亿元；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

入围门槛达100.51亿元，比上年增加11.33亿元；

服务业民营企业100强入围门槛达322.76亿元，

比上年增加33.25亿元。

其中，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8913.68亿元

的营业收入规模连续6年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

首、制造业民营企业500强榜首；京东集团位居服

务业民营企业100强首位。 （下转第二版）

2021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榜 单 出 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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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文明实践线上行”系列活动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举行

“超级计算真的是太酷了！”
9月25日，由滨海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领导小组

办公室、区科技局联合推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线上行”系

列活动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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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至24日，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书画家、

艺术家、文旅企业负责人赴甘肃省张家川县开展对口帮扶

文化交流，推进新区同张家川县两地文化和旅游工作交流。

新区文旅局赴甘肃省张家川县开展对口帮扶

开展文旅交流 助力乡村振兴

出战

塘沽紫云中学参赛队伍进行物料运送环节测试塘沽紫云中学参赛队伍进行物料运送环节测试

新华社深圳9月25日电 9月

25日晚，在党和人民亲切关怀和坚

定支持下，孟晚舟在结束被加拿大

方面近3年的非法拘押后，乘坐中

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

场，顺利回到祖国。

这是中国的一次重大国家行

动。这是中国人民取得的一个重

大胜利。

21时50分许，飞机稳稳降落，

机场灯火通明，机身上的五星红旗

格外醒目。舱门打开，着一袭红裙

的孟晚舟向等候在这里的欢迎人

群挥手致意，现场爆发热烈欢呼。

“经过 1000 多天的煎熬，我终

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异国他乡的

漫长等待，充满了挣扎和煎熬，但

当我走下舷梯，双脚落地的那一

刻，家乡的温度让我心潮澎湃，难

以言表。”由于疫情原因，现场没有

握手，没有拥抱，人们却从孟晚舟

微微颤抖、略带哽咽的声音里听出

最深沉的情感，“祖国，我回来了！”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

遭遇这样的困境，滞留异国他乡3

年，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党、祖国还有人民的关

爱和温暖。”孟晚舟说。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

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让我深受感动。”她

说，“我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相关部门对我

的鼎力支持，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业和中国

公民的正当权益。”

孟晚舟数次向欢迎人群深深鞠躬。欢迎人

群多次对她的深情致辞报以欢呼和掌声。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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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孟晚舟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向欢迎人
群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