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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结合 新老结合 传统与现代结合

新区跨境电商助津门老字号“出海”
■ 记者 王梓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窦永滨 哈喆）一个月的线

上学习，让孩子们在家时间变长，也给了家长

孩子一个难得的彼此陪伴的机会。新区南部

多所学校开展多彩亲子活动，引导广大家长多

陪伴孩子、多关心孩子，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

切实感到家庭的温暖。

日前，滨海新区大港东城小学一年一度的

“阅读马拉松”活动又一次拉开了帷幕。与以

往不同的是，这次没有了同学之间的“比学赶

超”，而是多了一份家庭的温馨。家长们纷纷

利用业余时间，陪伴在孩子身边，一起浸润书

香，徜徉书海。东城小学二年级的孔杰，最近

吃完晚饭，就会拉着爸爸一起阅读《三国演

义》。书桌前，灯光下，孩子手中一本连环画，

爸爸手中一部原文版，遇到精彩环节，爷俩儿

还会相互讲解，在领略传统文化的同时，让亲

子关系再度升温，变得愈发融洽。

和孩子同读一本书、同看一部电影、同做

一顿饭、同开展一次家务、同拍一组照片、同画

一幅画、同唱一首歌、同参与体育锻炼……在

滨海新区大港第十中学，各项亲子活动也正在

火热开展，让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

近。家长吕芳告诉记者：“陪伴的方式有很多，

陪伴的时间却很少，以前我们也许不太珍惜，

但是居家学习让我们感到，应该趁着孩子们还

能依偎在我们身边，多一份责任与陪伴，珍惜

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在滨海新区大港滨湖学校，家校协同、共同

成长是这一时期的教育重点。学校通过线上

家长会的形式，引导家长开展不同形式的亲子

活动，帮助孩子共同度过居家学习的种种不适

应阶段，减轻心理负担，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新区南部多所学校开展多彩亲子活动

汇聚家庭温暖 坚定战“疫”信心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城投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代天津
市电力公司收取电力工程服务费发票两
张，发票号码：00025746、00026210，金额：
147834元、128000元。特此声明作废。

津门老字号与跨境电商能碰撞出何

种火花？4月16日，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中新生态城—天津港保税跨贸

通跨境电商O2O体验中心（以下简称“跨

贸通跨境电商O2O体验中心”）在生态城

举办“狗不理嗨购节”主题活动，在探索商

贸企业数字化改造新模式及跨境电商未

来行业发展新思路的同时为新区市民带

来优质的跨境购物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该体验中心试运营以来举办的首

场线下活动。

津门老字号津门老字号““出海出海””忙忙

记者了解到，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早在数年前便开始布局海外业务。早

在 2015 年，狗不理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就以 600 万澳元拿下了澳大利亚连锁咖

啡品牌“高乐雅咖啡”在中国的特许经营

权。2017 年，狗不理还曾跨界大健康领

域，收购澳大利亚保健品老字号 Henry

Blooms，并在澳大利亚建立多个保健品工

厂，成功“出海”。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狗不理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专业面点技师提前准备了狗

不理包子供市民品尝，同时还为现场观众

提供高乐雅手冲咖啡表演、试演，以及展

示售卖Henry Blooms等知名健康品牌产

品，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狗不理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

录中的传统美食品牌，在食品工业、餐饮

连锁、生物科技三大板块上不断耕耘。”狗

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静告

诉记者，本次狗不理与跨贸通跨境电商

O2O体验中心合作，展示涉及咖啡饮品、

抗衰老、益生菌类等十余种产品，旨在通

过跨贸通跨境电商O2O体验中心的平台

将国外产品引入到国内，同时，也希望借

助体验中心优势，建立出口海外的营销网

络，进一步带动本地产品“走出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狗不理外，

也有不少“津门老字号”如天津长芦汉沽

盐场有限责任公司等在近年来广开销路，

不断踏出“出海”步伐。

跨境电商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跨境电商让老字号焕发新活力

跨贸通跨境电商O2O体验中心占地

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分为进口区及老业

态新零售区两大区域，是天津市首个自

贸联动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该中心以

跨境电商保税展览展示为特点，可实现

产地—港口—保税仓储—电商平台与店

铺为一体的资源整合。

记者在现场看到，进口区内化妆品、

保健品、洗护用品、母婴产品、酒水饮料及

零食产品丰富多样，老业态新零售区除了

狗不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澳大利亚保健

品工厂生产的保健产品、咖啡产品以外，

也有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的各类海盐产品在现场展示。“未来会

有更多传统老字号产品展示，并通过跨境

电商平台出口海外。我们也希望利用线

下平台、社区营销以及跨境电商的各种手

段，把传统老字号产品以及国外进口产品

推荐给广大市民。”跨贸通跨境电商O2O

体验中心负责人张思拓表示。

据滨海新区跨境电商协会秘书长孙

春华介绍，自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建设以来，跨境电商平台通过“买全球、

卖全球”，已在全市营造了浓厚的商业氛

围。“以前跨境电商一直通过线上发挥作

用，跨贸通跨境电商O2O体验中心拓展

了新的模式。跟传统老字号的结合，也能

使这些传统品牌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双循

环’焕发新的活力。”孙春华表示，下一步，

协会也将更深入地研究相关创新政策，做

好跨境电商平台与企业的对接服务，通过

“中外结合、新老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

探索更便捷、更符合天津特色的跨境电商

线上线下互动新模式，为新区在国际消费

城市培育和建设中作出贡献。

■ 自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以来，跨境电商平台通过“买全球、卖全
球”作用，已在全市营造出浓厚的商业氛围。以前跨境电商一直通过线上发挥作用，
目前部分跨境电商拓展新模式，跟传统老字号结合，使这些传统品牌在原有基础上焕
发新的活力

■ 滨海新区跨境电商协会将深入研究相关创新政策，做好跨境电商平台与企业
的对接服务，通过“中外结合、新老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探索更便捷、更符合天津特
色的跨境电商线上线下互动新模式，为新区在国际消费城市培育和建设中作出贡献

（上接第一版）面对未来超高功率光纤激光器

的应用需求，闪电系列产品也可有效解决超高

功率光纤激光器合束后体积冗余、笨重、输出

功率不稳定、功率衰减、模块易损坏等问题。

今年一季度，凯普林光电不仅推出了闪电

系列光纤激光器，还于之前推出了“高功率、高

亮度、轻质化”的半导体激光泵浦源，其主要应

用于高功率轻质化光纤激光器的泵浦，可以极

大减小高功率光纤激光器的重量和体积。凯

普林光电将继续坚持自主研发、自主可控，以

实际行动推动保税区打造国内新一代信息技

术发展和创新高地，全力为中国激光事业高质

量发展添砖加瓦。

（上接第一版）常青告诉记者，天津敏捷云

主要产品为汽车自动化焊装夹具、柔性制造及

焊接单元、柔性数控加工线体的设计及制造，

以及定制生产控制软件开发、物联网系统集

成、智能工厂规划设计及实施等。自成立以

来，企业依靠经验丰富的研发队伍，不断围绕

汽车模具产业链的相关疑难杂症进行变革，谋

求生产制造上新的方式方法及发展思路。企

业现有智能制造业务在基于母公司汽车模具

生产制造、冲压件自动化生产、航空零部件生

产制造的需求下，进一步扩展智能制造市场，

利用自身丰富的系统研发经验和数控加工的

深度积累，现已成功打破行业壁垒，向多行业

的制造领域进军，成为智能制造供应商，通过

柔性产线满足客户刚性需求。

（上接第一版）庞大的创新基数、顶尖的

创新技术、贴合产业的创新方向，这些各

具特色的科技创新项目催生出源源不竭

的滨城新发展动能。

五年来，滨海新区积极抢下创新“先

手棋”，主动参与到天津打造我国自主创

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这一

重大举措当中，高标准建设海河实验

室。如今，先进技术与关键软件（信创）、

合成生物学、细胞生态三家海河实验室

实现了从无到有，拔地而起。

据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介绍，现如

今，先进技术与关键软件（信创）海河实验

室启动首批科研项目，包括“面向RISC-V

架构的开源操作系统”等5项重点课题和

OS开源社区、先进计算基础设施2项科研

平台项目、4个顶尖人才团队项目；细胞生

态海河实验室按照自由创新探索、关键技

术研发、创新平台建设以及产业融合攻

关4大类，采用“揭榜挂帅”或“推荐制”方

式择优立项，分批放榜；合成生物学海河

实验室在重大攻关、企业需求和颠覆性

创新3方面进行了项目部署。截至目前，

三家海河实验室已获批资金2.41亿元，实

验室首批11个项目获批立项。

滨海新区通过全面构建“重点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创新中心+企业

应用创新中心”的创新体系，持续联动创

新资源，从而有效达到了强化战略性科

技力量、增强企业创新活力、激发产业创

新潜能的效果。

产业创新带来发展新机遇
创新立区、制造强区，是滨海新区落

实天津“制造业立市”战略、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制造业历史悠久、底子雄

厚，既是滨海新区发展的优势之所在，也

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变革之所在。但对于

一座“创新滨城”来说，吃产业“老本”远

远不够。如何立足于产业，实现创新突

破才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今年年初，工信部印发了第六批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名单当中，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科迈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华海智汇技术有限公司4家新区制

造业企业“金榜题名”。于滨海新区而

言，这4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给产业

创新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有效“模板”。

走进凯发电气的厂区，在系统集成

实验室、动模仿真测试实验室这些重点

研发平台中，总能看到不同的项目创新

团队在忙碌，研发人员围着电脑和设备

耐心地对新技术、新产品进行反复测试，

积累核心数据。目前，这家企业积累了

已授权的自主知识产权151项，其中授权

发明专利44项。

“我们就是要掌握自主核心技术。”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

传启说，2003年，凯发电气启动了国内首

个“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综合自动化系统”

项目的研发工作，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历

了6次突破性迭代。有了自主核心技术

作为发展“底气”，凯发电气研发的高铁

综合自动化系统已覆盖中国高速铁路超

过11951公里，约占全国高速铁路运营里

程的三成，并夯实了市场占有率全国第

一、全球前三的行业优势。

当今，身处信息时代，想要让产业创

新落到实处，离不开顶尖算力的支持。

坐落于经开区的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

心聚焦海洋工程装备、高端装备、能源

环保装备、特种装备等行业，以“天河科

技创新平台”为基础，充分发挥在工程

仿真、人工智能、材料研发等方面的技

术优势和服务能力，为制造业企业的

转型升级提供特色创新服务，帮助企业

提质增效。

以风电企业特力佳（天津）风电设备

零部件有限公司为例，这家企业在国家

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先进制造研发创新服

务平台和技术服务团队的支持下，顺利

完成了11MW液压站产品结构设计计算

验证。天津超算中心在该产品研发设计

阶段，优化了产品研发设计流程，可以准

确完成产品性能验算，从而为后续设计

优化方向提供指导，支撑产品快速迭

代。据悉，该款产品预计将在今年应用

到国内顶尖的海上风电发电机组当中。

截至去年，天津超算中心已服务

6300 余家用户，产生经济效益超 150 亿

元，不仅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

组成，也让滨城的产业创新有了算力

加持。

科技体制改革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经济发展的引

擎，那么改革就是这套引擎的点火系

统。为了有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

经济强的通道，滨海新区全面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把解题的思路写在了日常工

作当中。

五年来，滨海新区大力推进新型研

发机构改革，提升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水

平，进一步释放了创新引擎的动能，助推

地区创新体系提升整体能效。通过制定

《关于新型研发机构深化改革指导意

见》，在新型研发机构的机构性质、组织

架构、人员管理、绩效评估、支持方式等方

面进行探索改革，推进向“三无”“四不像”

“四位一体”转型发展，并且组织清华大学

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浙江大学滨海产业

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开发区共同开展改革，

推动新型研发机构改革落地见效。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影响下，2021 年

度天津市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当中，滨

海新区新型研发机构表现亮眼，天津市

滨海新区信息技术创新中心、天津先进

技术研究院、天津药物研究院、交通运输

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中汽研（天

津）汽车工程研究院等均作为牵头单位

获得重要奖项。滨海新区优化新型研发

机构支持模式，放宽科技成果转化限制，

释放科研人员活力，在研发机构中推行

的“四不像”体制和“四位一体”模式改革

初现成效。

据区科技局主要负责人介绍，今年，

滨海新区将继续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

革，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积极落实《国家

科技体制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深化科技

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起“科研攻关+成果

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方位创

新生态体系，为“创新滨城”保驾护航。

锚定“创新立区”建设创新滨城

凯普林光电推出新一代光纤激光器

天津敏捷云柔性制造单元成功交付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 通讯员 刘
慧琴）脚踏人间正道，何惧世事沧桑。

张莉艳，身为九三学社社员、滨海新区

政协常委、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她深知“公平正义，不只是书写在法

条里，而是鲜活在巷陌之间”。在正义

与邪恶较量的战场上，她是一名冲锋在

前的战士。

自身正而令行禁止，身不正则随令

罔从。在张莉艳看来，要树立良好检察

形象，必须处处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刻于心中，守住底线，保持敬畏之心和

奋进之力。作为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

主管重罪检察部门的责任人，她自觉用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检察实践，秉承

“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精神，以检察之

魂，铸“金刚不坏之身”。

办案是检察机关最好的名片，一个

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最好的“硬核普

法”就是在办案中普法。她自我加压，

始终坚持工作在办案一线，深耕主责主

业，以精准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充分发

挥刑事检察职能，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

罪，以及黄赌毒、网络犯罪等严重危害

社会安全及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

罪。指导办理了临港铁路桥重大责任

事故案、非法采砂及海上暴力犯罪案

件，以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多

起案情复杂、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疑难

案件，切实维护了滨海新区社会公共安

全和社会秩序稳定。在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中，坚守“不拔高、

不凑数”的底线，依法办理“涉黑涉恶”

及“保护伞”案件，有效打击了扰乱治

安、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敢于向破坏

者、搅局者说“不”，用案例汇聚法治建

设的强大合力。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面对案件类

型多、涉罪广泛、案件数量大等难题，

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案思

想，厚植精品意识，狠抓案件质量，通

过强化内部管理监督、规范司法办案、

完善关键环节等方式，始终坚持办案

质效相统一，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

权相统一，切实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让当事人感

受到司法的温度。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张莉艳注重在办案中延伸检察职

能，将检察办案与民之所想、民之所愿

相结合，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推动依法履职。她关注重

点人群、重点领域，丰富普法手段，组

织开展了“防范精麻药品滥用、共创绿

色无毒城区”“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等法治宣传活动；针对网络诈骗、高空

抛物、买卖野生动物、侵犯妇女儿童权

益等涉及群众身边利益的案件，坚持

依法打击与警示预防并重，积极推动

社会综合治理工作，在引领社会建立

法治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方面发挥

了检察力量。

法律，治国之重器；良法，善治之前

提。护航法治建设没有终点。张莉艳

谈到：我将以“求极致”的精神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

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让法

治的阳光普照滨城的大街小巷。

优秀党外干部风采录

立检为公 做为民执法的检察人
要树立良好检察形象，必须处处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刻于心中，守住底线，保持敬畏之心和奋进之

力，秉承“立检为公，执法为民”精神，以检察之魂，铸“金刚不坏之身”。

——九三学社社员、滨海新区政协常委、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莉艳

时报讯（记者 单毅）日前，全球权威咨

询与服务机构 IDC 最新发布 2021 年第

四季度《中国软件定义存储（SDS）市场季

度跟踪报告》。报告显示，作为核心信息基

础设施领军企业，中科曙光分布式存储以

11.3%的市场份额位列市场第三位。其中，

曙光ParaStor以20.6%的市场份额，位列中

国分布式文件存储市场份额前二，这也是

中科曙光连续第8年获得此殊荣。

持续领跑市场，作为滨城信创企业的代

表，中科曙光从2009年开展存储业务至今，

构建起国内一流的专业分布式存储研发团

队，在相关领域积累了达200余项核心技术

发明专利。通过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和

研发、测试等各个环节的层层把关，中科曙

光实现了产品功能和性能指标的全面提升。

在强大产品力的基础上，曙光公司拥

有足够强大的本地化技术支持团队，实现

定制化设计、开发与落地。存储作为数据

中心的核心资源，涉及 IT 资源的多个方

面，任何架构、系统、应用甚至简单存取方

面需求的变化，都有可能直接导致性能

失衡、数据读取错误甚至系统崩溃。目

前，中科曙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分布式存

储大规模部署经验。国内单一存储系统规

模最大（300P），目前已在山西、陕西、重庆

等多地部署。

中科曙光位居中国分布式
文件存储市场前列

滨城信创企业持续领跑

连日来，滨城天气晴好，在位于经开区第

二大街的泰达MSD花海，上万平方米油菜花

已进入盛开期，趁着周末，滨城市民纷纷漫步

其中，观赏留影。据了解，泰达MSD花海占地

面积 21219 平方米。其中，油菜花花卉面积

10000平方米左右，花期可持续25天左右。

记者 刘昭鹏 摄影报道

泰达MSD花海油菜花烂漫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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