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蒋全兴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榜样5》专题节目今晚8时在CCTV-1播出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070期3D开奖公告

3 7 6
天津投注总额：48076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99注
391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29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8 15 30 22 17 10 12

全国投注总额：413514858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7注
234注
4149注

155643注
2296641注
15038352注

5716335元
6505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475507497元

冲刺“新基建”打造“新引擎”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解读我市“新基建”三年行动方案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的决策部署，加快构建泛在互
联、全域感知、数据融合、创新协同、安
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我市印
发实施《天津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
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着力创造新供给、
激发新需求、培育新动能，以重大项目
谋划实施推动城市更新发展、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
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解读《行动
方案》相关内容。

抢抓新机遇
精准把握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革新趋势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
建”，是今年最高频的热词之一。自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新基建”概念以来，国家持续加大政
策引导力度，加快推进相关领域项目
建设。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上，
“建设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等内
容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受到社
会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
市发展改革委投资处副处长张

玉忠介绍，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
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作为有效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重要战略举措。特别是近年
来我市加快 5G等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以壮大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大
力发展智能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十四五”开局起步的关键阶段，我
市进一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可
谓需求迫切、基础良好、意义重大。
鉴此，为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强化
战略引领，天津立足城市建设和产业
发展实际，编制印发了《行动方案》，
加快营造“新基建”催生有效需求、有
效需求推动“新基建”发展的良性互
动局面，为“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争创新优势
统筹推进项目谋划

建设和产业集聚发展

《行动方案》提出，到2023年，我
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全国领先水
平，基本建成泛在互联、全域感知、数
据融合、创新协同、安全可靠的新型基
础设施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
市高效能治理提供重要支撑。
“结合我市‘十四五’规划，《行动

方案》提出了三方面主要任务，即加快
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推进信息网络演
进升级；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构建
多元智能应用生态；前瞻布局创新基
础设施，夯实智能经济发展基础。同
时，细化了22项具体举措，明确了责
任分工。”张玉忠介绍，具体来说，一是
打造全国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标杆城
市。5G网络实现全覆盖，示范应用场

景超过100个，宽带网络下载速率全国
领先，建设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区域
分中心，“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持续深
化，全面建成5G创新示范城市和“双千
兆”网络标杆城市。二是打造普惠共享
的融合基础设施应用生态。聚焦智慧城
市建设，推广一批融合应用场景，培育一
批新业态、新模式，各类联网视频资源总
数达到20万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
超过300个，天津港港区无人驾驶集装
箱卡车规模达到50辆以上，车联网应用
场景覆盖区域超过600平方公里，互联
网医院达到30家以上，智慧城市建设和
治理水平全方位提升。三是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创新基础设施集群。新建
10个以上重大创新平台和科技基础设
施，在关键领域取得一批突破性成果，建
设“超级计算+人工智能”先进算力集群
体系，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规模领跑
全国，初步建成新时代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产业创新中心和国家重要的区域创新
中心。
“总体来看，《行动方案》主要有以

下三方面特点。”张玉忠介绍，“一是理
念新。《行动方案》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吸纳我市‘十四五’
规划研究成果，将‘新基建’发展与制造
业立市、世界一流港口建设以及碳达
峰、碳中和等重大战略统筹谋划、一体
布局，以智能科技赋能新发展格局。二
是举措准。按照项目化、清单化、指标
化原则，对标先进细化工作举措，每项
工作任务均增加了量化指标，确保可考
核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坚持开门编方

案，广泛征求华为、360、中国信通院、
中咨公司等企业及专家意见建议，凝聚
各方智慧，提升方案质量。三是项目
实。聚焦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重点
领域，挖掘、梳理形成了总投资近7000
亿元的支撑项目库，同步推进项目策划
和招商引资工作，着力吸引社会资本参
与项目建设。”

推动新发展
加快释放“新基建”赋

能百业带动效应

为确保《行动方案》落实落细，加快
释放“新基建”在稳投资、促销费、助升
级等方面的巨大潜力，厚植现代化产业
体系新根基，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
擎。下一步，我市将强化项目谋划储
备，对支撑项目库实施动态管理，统筹
全市优质资源，持续谋划大项目、好项
目，加快形成远近结合、梯次接续的项
目源，打造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关联产
业发展高地。强化重点项目推动，坚持
要素跟着项目走，在用地、用能、环保等
方面予以倾斜支持，放大智能制造专项
资金、海河产业基金、滨海新区产业发
展基金引导作用，推动项目早落地、早
开工、早达产。强化市场主体引育，坚
持“内培”与“外引”并重，依托资源、场
景和政策优势，推动线上招商、专业招
商、会展招商、以商招商，引进一批标志
性项目落户建设，加速培育“新基建”产
业生态圈。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中央组织部
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榜样
5》专题节目于今晚8时在央视综合频道
（CCTV-1）首播，3月23日21：30在新
闻频道（CCTV-13）重播，共产党员网
（www.12371.cn）同步首播，并提供点
播、下载。
据悉，专题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再现、

嘉宾现场访谈、诗朗诵、重温入党誓词等
形式，展现了积极投身疫情防控工作的
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彰显了基层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是开展党员教育的生动教材。

节目嘉宾包括火神山医院专家组副
组长、重症医学一科主任、空军军医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医学科主任张西京，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妇科
肿瘤科护士长张宏，湖北省武汉市汉阳
区龙阳街道芳草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
会主任杜云，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
公安局那曲镇派出所所长达娃仓决，湖
北顺丰速运江汉分部经理汪勇5位先进
个人，以及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单位
党组织、浙江省援武汉抗疫前方指挥部
临时党委2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党员学习收看、

交流研讨，广大党员要学习榜样事迹，积
极参加“学习身边榜样”活动，争做担当
作为的好榜样。

为增强一线建筑工人健康意识，普及预防疾病知识。日前，中建三局科景轩
住宅项目联合天津市宝坻区朝霞卫生院，在项目部开展“义诊进工地，温暖善建
者”大型义诊活动。为800余名一线施工人员提供健康检查等义诊服务。

本报记者赵建伟通讯员李旺摄

义诊进工地温暖善建者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
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日前，天津东
疆湾沙滩景区恢复开放。今年，景
区在娱乐设施、项目和餐饮美食等
方面都进行了提升，将为游客提供
更加丰富的休闲娱乐体验。
据介绍，经历了4个月的冬歇

关闭，此次恢复开放后，景区运营方
天津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对景区内
各网红景点和相关配套设施设备进
行了安检、维护和升级，并对2000
米的沙滩岸线进行了清整修复，全
力为广大游客提供更好的景区游玩
体验。
“恢复开放后，我们在水上飞

伞、水上沙发、双体大帆船、摩托艇、
快艇、海上漂移旋转陀螺、沙滩小火
车等传统娱乐项目基础上，将陆续
新增漂移艇娱乐项目及OP级小帆
船培训（面向少儿）、Gateway双体
帆船培训项目。餐饮方面，目前美
食街主要以提供预包装食品为主。
随着天气转暖，游客增加，餐饮方面
也会推陈出新，到时候应季海鲜将
成为美食街的主打产品。”景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外，景区的网红打卡
地“金沙邮政印象”，今年也对室内
进行了重新装修，在室外增加了具
有网红元素的走廊，在这里游客将
可品尝到“潮鲜乐”粤港式特色小吃
饮品。

东疆湾沙滩景区恢复开放

▲游客走过沙滩“天水之眼”景点

▼天津东疆湾沙滩景区沙滩航拍图

本报讯（记者 曲晴）为改善运苇河
水生态环境，解决夏季降雨排沥后水体
观感差及异味问题，日前，河西区运苇河
疏浚工程全面开工。运苇河位于下河圈
公园和金海湾花园小区之间，因长期未
清淤疏浚，河道有大量底泥淤积。每年
汛期排沥雨水、积水后，河道内淤泥有机
质发酵造成运苇河水发黑发臭，影响附
近居民生活。
据了解，本次疏浚治理工程的主要

任务是对河道底部沉积淤泥进行清理，

对河底河道两岸护坡的破损部位进行平
整。工程计划清理河道淤泥3000立方
米，修复堤岸7260平方米。按照施工方
案，需经过筑坝、分区围堰、冲挖底泥、河
底整平、堤岸修补、工程验收、补水等施
工程序，整体工程预计4月中旬完工。
目前已经完成海河与运苇河之间的筑坝
工作，接下来将进行运苇河排水作业。
改造后的运苇河将大大提高汛期排沥能
力，更为周边百姓提供一个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的宜居环境。

■本报记者宋德松

“对于我们运输企业来说，安全是
决定效益的关键，但需要管理的驾驶
人和车辆多、人员流动性大，这也是企
业管理的大难题。”天津振越运输有限
公司专职安全员邢嘉萍说，她所在企
业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及其他种类货
车总数共有近300辆、驾驶人有170
名，因为运输路线不同，企业的很多车
辆平时远在河北、山东、江苏等地，分
管不同车辆的另外10名安全员也有
不少在外地，想要管好驾驶人和车辆
的交通安全，一直是困扰企业的难题。
“去年下半年，企业开始使用“交

管12123”手机软件进行安全管理，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现在只要有车辆、驾
驶人发生违法，我们马上就能知道，然后
提醒所有驾驶人吸取教训。”据交管部门
介绍，近半年以来，该企业的所有车辆驾
驶人、跟车员从未发生过不按规定使用
安全带交通违法行为。
近日，天津河东交警分批为辖区内

的重点企业开辟“交管 12123”手机
App使用讲堂，使企业运用这一相当于
“随身车管所”的官方权威手机软件，及
时掌握和处理驾驶人、车辆交通违法情
况，消除安全隐患。
讲堂第一课开设在交警中山门大

队，共有21家企业代表到场听课，交警河
东支队安全监管大队副大队长吴振宇介
绍说，“交管12123”手机App是由公安

部交管局开发的官方权威软件，企业注
册使用后，可以享受三大类服务，一是每
天获取包括隐患未清零等问题的预警提
示，方便企业汇总交通安全风险；二是自
助备案企业所属的驾驶人信息，便于企
业及时掌握驾驶人安全驾驶记录；三是
通过企业账号实时查询企业名下机动车
详情及违法、事故信息情况，防患未然。
“很多企业的车管干部年龄比较大，

虽然有着丰富的驾驶人和车辆管理经
验，但对手机的操作还不熟悉，我们会帮
助他们熟练应用软件，减少工作中的麻
烦。”据吴振宇介绍，河东交警还将在各
大队纳管运输企业范围内连续开设讲
堂，帮助更多的企业解决安全管理难题，
服务营商环境。

运苇河疏浚工程全面开工

手机里的“车管所”解决企业人车管理难题
河东交警为辖区内重点企业开辟手机App使用讲堂

（上接第1版）
围绕“制造业立市”的战略部署，

天津在“十四五”时期将着力夯实制造
业根基，构建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推动
产业融合发展，力争在“十四五”时期
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6%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到25%的目标。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尹
继辉表示：“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加速制造业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加快建设制
造强市，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
贾立梁 潘毅

天津坚持制造业立市 全力
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

3月20日是天津市全民义务植树日，中建三局工作人员在全国单体体量最大的
公立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新址扩建项目现场种下“医护者之林”，这标志着
该项目园林绿化工程正式启动，项目总绿化面积约2.9万平方米，绿化率达35%。

本报记者张磊摄

市第一中心医院新址扩建项目绿化工程启动

图片由天津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