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暮春时节，绿意掩映下
的海河教育园越发显得生
机勃勃。一段时间以来，海
河教育园区紧紧抓住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产教融合
试点城市核心区和绿色生
态屏障建设的重大历史性
机遇，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
至全球影响力的、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创新
发展聚集区、国家产教融合
试点城市核心区和国家级
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标杆区，成为推动津南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陈涛/文 王辉永/摄

满目生机海教园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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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丰功伟绩道不
完，百年历史谱新篇，继续前行紧跟党，再创
辉煌筑梦想……”近日，津南区召开党史学
习教育专题宣讲备课会，围绕切实增强做好
党史学习教育宣讲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全面准确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工作作专题部署。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基层理论宣讲大队、党校宣讲队、各街镇宣
讲队代表参加会议。
“在党史宣讲中注重结合通稿讲党史、

结合节日唱红歌、结合传承讲家风，通过编
排三句半、快板书等作品，广泛宣讲传播
……”“在村庄街道旁、村民家门口设立‘板
凳’课堂，让党史宣讲‘接地气’‘有生
气’……”紧紧抓住党史学习教育宣讲重点，
与会宣讲代表纷纷围绕如何通过面对面、
互动化、分众化宣讲方式提升宣讲效果进
行互动交流。大家认为，宣传思想工作要
坚持把学党史和悟思想贯通起来，采用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汇聚起推动全区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量。

会议指出，要坚持正确导向，把讲政治这
条生命线贯穿到宣讲始终，准确讲述党的历
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科学评价党史
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会议，做到正
确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要突出宣讲重点，
全面准确宣讲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
程，宣讲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
大贡献、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为奋力
推进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汇聚精神力量。要
丰富宣讲形式，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通过三
句半、快板说唱等文艺形式，运用生动活泼、
接地气的语言讲好党史故事，讲好革命先烈、
英雄模范、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党的伟大
形象更加鲜活。要注重宣讲实效，精心备课，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重要讲话精神，吃准吃深吃透精神实质，拿
出高质量、有特色的宣讲稿，紧密联系津南实
际，不断增加宣讲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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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新闻要览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4月7日，和平区、津南区、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津
南区委书记刘惠；和平区委书记贺亦农，区委副书记、区长
郑伟铭；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彦华等出席。

三方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在办展办会、商贸服
务、文化旅游、项目招引、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以重大会展项目合作为抓手，组织动员和平区、津南区服务
行业为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提供综合性保障。借助线上、
线下平台开展联动宣传，助推天津会展品牌、城市品牌建
设。培育、打造“和平—津南—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等特
色旅游线路，并推动市场化运作。研究制定产业政策及便
利措施，积极发展会展经济及关联产业。发挥和平区国家
级人力资源产业园作用，联合开展会展配套服务培训体系
建设。共同拓展国内外会展市场，争取更多知名会展在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

区领导于瑞均、马明扬、刘颜明；和平区领导陈宇参加。

和平区 津南区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公司签约合作

共同拓展国内外会展市场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4月7日，津南区委讲担当促作
为抓落实、持续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
问题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全区专项
行动工作。区委副书记唐小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传达了《中共天津市委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持续
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行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纪要》，政治思想引领、追责问责、机关作
风建设、基层减负、激励保障、宣传教育6个工作组分别汇
报了各组《关于落实专项行动任务的实施方案》。

区领导于瑞均、陆福宽、李庆及领导小组成员参加。

区委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推进新一轮治理工作

本报讯 4月10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
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传达学习市委市政府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全区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津南区
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刘惠主持，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孙长顺，区政协主席方昀，区
委副书记唐小文出席。

会议指出，全区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
扶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新
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
扶工作重大意义，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
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抓紧研究制
定具体落实方案，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围绕人才、教
育、文化、科技等领域，继续深化与秦安县、
灵台县、策勒县等地的协作交流，支持特色
产业发展，激发内生动力，扎实做好劳务协
作、民生改善和保障、万企兴万村等工作。
要建立健全协同发展长效机制，做好帮扶
隆化县项目资产交接，高质量完成收尾工
作，确保平稳过渡。

会议强调，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
重大国家战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
格局，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充分发挥
津南特色优势，坚决服从国家战略全局，
坚决服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要对标

天津“一基地三区”功能定位，用好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和绿色生态
屏障等资源，加快推进绿色生态示范区、
会展经济功能片区、创新发展聚集区建
设，全力打造生态会客厅、中国北方国际
会展城、天津“智谷”。要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加大市场化招商、社会化招商、专业化
招商力度，持续完善项目产业目录，精准
对接、有序招引，吸引优质资源项目落户
津南。

会议传达了4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
述，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坚决扛起第
一责任人责任，当好推进乡村振兴的实干
家、战斗员、践行者，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

和市委工作要求在津南落地生根。要以前
进村、西官房村为引领，打造一批津南乡村
振兴的样板村、示范村。要抢抓春耕生产
黄金期，加快推进撂荒耕地复种，扎实抓好
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推进小站稻产业振
兴，提升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有关要求，强调
要全面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充分发
挥国企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认真落实从严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优化国
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持续提升国资监
管水平，激发国有企业活力，不断增强竞争
力、创造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津南绿色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津南区海棠空间打造创新创业新高地

“智”造不凡 海棠绽放
4月的风，吹绿了柳枝，吹红了海棠。

海棠众创大街上，微风拂过，落英缤纷，一
如创新项目有序落地；繁花似锦，竞相开
放，一如创业者们竞相亮“剑”，“智”造不凡。

前不久，重庆观音桥一处巨大LED屏
幕上展现了一段裸眼3D“轻轨穿楼”的视
频刷爆了朋友圈。只见单轨缓缓从巨幕
驶出，仿佛下一秒就要略过头顶，令现场
观众直呼太过逼真。这段视频的幕后制
作团队就是来自海棠空间的五次方程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

制作巨幕视频1秒钟的内容需要30
张图，整个“轻轨穿楼”60秒，30分钟才能
渲染1张图，工作量可想而知。从创意到
制作完成，制作团队的青年人不眠不休奋
战了22天，才有了如此震撼的视觉呈现。

五次方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雷说：“目前，我们陆续接到了十几个订
单，之后还将和一些地产商进行战略合
作。今年公司会有一些新的尝试，把裸眼
3D和交互游戏结合在一起，呈现一个新的
广告形式。”

海棠空间内的天津赋力博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顾问段峰教授，正带领他的
技术团队忙于智能康复项目——手部痉

挛康复仪的电刺激调试工作。
该项目相较于传统的中频治疗仪，不

仅可以帮助半身不遂、脑卒中患者加快康

复周期，还可以更大程度地帮助他们恢复
手指做精细动作的功能。

段峰说：“我们的智能康复项目产品

通过识别肌电、脑电等人体生物电信号获
取人的意图，从而可以控制外围机电设备
工作，再加之将虚拟现实和眼动相结合，
让更多的感官信息加入治疗中，这样基于
人脑的可塑性原理，将能够很好地促进患
者的康复。”

赋力博智能科技、矩阵人工智能、津
碳烯能、五次方程……入驻海棠空间的企
业在不断地迭代创新。截至目前，海棠空
间的51家在孵企业涉及人工智能、新材
料、信息技术等多个高新领域。众多高新
企业聚集于此，为的不仅是暖心的政策扶
持，还有资源优势加持。

五次方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雷说：“海棠空间背靠海教园，我们可以
轻松得到一些院校老师的帮助，同时还能
将项目下沉到学校，达到校企产学研结合
的目的。”

黑鸟科技、弦熵科技、云致科技、中科
物联等4家企业入选了阿里明星赛道班，
云致科技更是到了A轮融资的关键阶段，
在资本市场估值达1亿元……利用自身优
势扶持在孵企业不断提质，不仅是海棠空
间正在努力做的，更是其作为创新服务企
业不变的情怀和愿景。

海棠空间创始人陈新龙说，创新发展
聚集区，不仅局限在海棠空间这样的物理
空间里。企业经过初创期后需要更大载
体更多支持时，海棠空间可作为津南的创
新品牌，能更好地发挥品牌作用，吸引更
多更好的企业入驻津南。

记者 张鸾 通讯员 刘春红

五次方程有限公司制作团队对接视频制作进展 张鸾摄

本报讯 4月10日，区委书记刘惠再次深入绿色生态屏
障，实地察看了绿屏·辛庄湾、咸水沽湾以及国展大道建设
提升情况，听取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现
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加快推进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区领导李庆、李雯、马明扬、孙晓光，区相关部门和海
河金岸公司负责同志参加。

区领导察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现场办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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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世奎与津南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