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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与电气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召开会议

助力产学研创新融合
本报讯 近日，天津市动力与电气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召开工作推动会，研究推
动2021年联盟工作要点，听取各成员单
位第一季度工作进展情况，为“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常委、
区委组织部部长李喜军出席并讲话，联盟
秘书处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联盟将以“十大品牌”活动持续拓
宽与高校、企业的交流渠道，打造“1+
1+N”合作模式，构建联系紧密的大合
作格局。组织开展津南人才定向招聘
会等一批务实项目，引导优秀人才向津
南流动；以“企业命题 院校揭榜”的形
式，点对点解决企业需求，促进产教研
融合；对17所院校动力与电气领域科
创项目进行选拔培育，在海棠众创空间
落地孵化，落地一批创新创业项目。

会议要求，要在激发联盟活力上着
力，要擦好、擦亮联盟名片，加大联盟的
宣传力度，将联盟打造成联系企业、服务
企业的窗口，以联盟为驱动引擎，做好津
南区人才工作。要在服务企业和院校上
着力，加强产学研融合，充分发挥联盟桥
梁纽带作用，联系企业知难点，对接院校
找解点，充分调动技术创新、革新、转化
积极性，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孵化
成果转化。要在助力天津发展上着力，
打通“五链”壁垒，形成产业聚集，努力实

现“三个一”目标，即落地一批项目，招引
一批人才，推进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力
争做天津市的“拳头”项目。

另据了解，近日，天津市动力与电气
人才创新创业联盟领军企业荣程钢铁集
团与东北大学共同举行“院士协同创新
中心”签约仪式。联盟特聘专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和荣程
集团董事会主席张荣华分别代表双方签
署协议。
“院士协同创新中心”将科学设置

首席专家团，切实做好企业现状评估，
对标标杆企业，推进产研融合，产学结
合，从而实现“政、用、产、学、研”一体化
目标，将东北大学现有科研成果、行业
领先技术转化应用到荣程钢铁，提升荣
程钢铁综合竞争力。中心还将以王国
栋院士为首，成立首席专家站，组建项
目小组，以“稳、饱、高、智、数”五方为主
攻方向，加快推进项目落实，并针对国
家“十四五”发展中一些“卡脖子”技术
和材料展开攻关。
“院士协同创新中心”将为企业长远发

展提供科学指导，制定发展战略及方针，解
决技术难题，提供技术支持，培养科技人
才，搭建技术创新平台，进一步加速科技成
果转化，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智
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本报讯（记者 周茹涵）为进一步加
快推动商务领域诚信体系建设，为即将
到来的会展首展做好承接工作，近日，津
南区商务局、区文明办和区发改委在吾
悦广场联合举办“迎会展 优服务 讲诚
信”诚信兴商活动。

活动现场，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
宣读了天津市“诚信经营承诺店”名

单，并对获评的天津津南吾悦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天津八里洲碧桂园酒店
有限公司、天津市宏舜物业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等 14家企业进行授牌。随
后，企业代表宣读“诚信经营承诺书”，
承诺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原
则，依法经营，自觉维护市场经营正常
秩序。

津南区举办诚信兴商活动

本报讯（记者 沈欣）近日，津南区
政务服务办召开“放管服”和“一制三
化”改革专题会议，按照新要求部署
新任务。各街镇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培训。

围绕“服务要服出便利、服出实惠”
“深化政务服务综合受理改革”等目标，
今年，津南区将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大
厅集中服务模式，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
水平，持续改进窗口服务，推进线上线

下全面融合；计划在有条件的村、社区
便民服务中心（站），探索设立综合受理
代办点，科学设置代办服务项目；持续
优化为老服务，街镇服务中心将完善为
老服务现场接待窗口，灵活开辟缴费便
利方式，优化亲友代办功能，并依据情
况设置轮椅、助听器、花镜等暖心细节，
进一步改善老年人办事体验；新的一
年，还将积极推进“跨省通办”“好差评
制度”等重点任务。

津南区政务服务办聚焦“放管服”“一制三化”

着力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水平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轮候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

“硬核配套”5月底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王彤）会展首展开幕

在即，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各项配套工程
都开足马力加紧施工，轮候区项目作为关
键性工程之一也进入了建设冲刺阶段。

目前，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是同类
型国家级会展中心中首个配备轮候区
的项目。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整个
轮候区已经初具雏形，路面平坦开阔，
车位划分明确，指引牌设置清晰可见，
汽车充电桩等硬件设施建设齐全。绿

化、管理用房等点位的工人们正在有序
忙碌着。
“目前，工程主体及管理用房施工基

本完成，已经具备了和会展区域联调联试
的条件，整体工程预计在5月底竣工验
收、交付使用。”天津海河金岸投资建设开
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林宝楠介绍道。

据了解，轮候区项目由天津海河金
岸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建设、中铁一
局施工。该项目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一期西侧，工程范围北至海沽道、南
至天津大道、西至辛柴路、东至蓟汕高
速公路及会展中心海河通道，总占地面
积168862平方米，涉及工程包括停车
区、道路、桥梁、排水管道、交通设施等，
建成后将能满足 600 辆大型货车或
2300辆小型车的轮候需求。此外，在
施工区域内还建设了一座一层钢框架
结构管理用房，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
涵盖服务楼、监控室等功能室，为轮候

区后期运营管理提供硬件支撑。
除了“体量大”、配套建设完备等

“硬核”特点，轮候区项目还与会展中心
国展数字化平台联通，对车辆调蓄实现
智慧化管理，届时会展中心国展数字化
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对进出会展中心
的车辆提前发布路线、展位等相关信息
的提示；与此同时，通过轮候区内的智
能化监控探头、闸机系统，精准识别车
辆，方便对进出的车辆进行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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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鸾 通讯员 蔡畅
达）连日来，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一期、二期建筑正在进行最后的
室内精装修、设备调试工作，一个集

产、学、研、创、旅为一体的新农业主题
探索乐园即将完美呈现。

虽然还未开园，但刚刚落成的佳沃
矩阵还是凭借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空
中拓展挑战”无动力单体项目的头衔受
到大众瞩目。

佳沃矩阵由5层不同的空间组成，
每层空间都包含了对应不同年龄的挑
战方式，涵盖了上百种高空极限挑战。
从摇晃汀步到踩踏风火轮，从高空秋千
到高空自行车，每一层的难度都将逐级
激发挑战者的潜在能量。项目顶层18
米高，塔身立柱主要由14个等边三角
形排列组合成六边形，结构稳定安全，
可以形成不同的挑战路线，多条线路选
择，多种玩法体验，可容纳百人同时参
与极限挑战。

天津佳沃天成产业园发展有限
公司助理总经理、投资发展部及营销
中心总监向航介绍说：“区别于传统
的游乐项目，佳沃矩阵用创新的方
法、思维和逻辑，打造户外无动力游
乐设施。根据参与者的个性特征、年
龄层次、身体机能等要素，通过科学
立体组合，形成一个集游乐、运动、益
智、健身等功能为一体的户外大型娱
乐设施。”

此外，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范
园备受关注的各大展馆建设也纷纷进入
收尾阶段，食代馆、佳沃中心、现代农业
科技馆、朴门工坊等正在进行室内装修、
展陈布置工作；萌宠乐园、无动力乐园正
在进行动物驯养、设备安装等工作；梦想
原野正在进行农作物种植、景观提升等，
预计今年6月中旬正式开园。

佳沃葛沽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收尾

新农业主题探索乐园即将呈现

“莓”好时光 循香而来
最近，小站迎新合作社迎来了采摘草莓的小高峰。“粉丝”

循香而来，其中不乏亲子游客，一家人共同观光体验，享受春日
里的“莓”好时光。

线下采摘，线上销售，颜值高，味道好、品质优的草莓销
往全国各地，受到欢迎，也让小草莓变身为“致富果”。迎新
合作社发展草莓产业已经有7个年头，现有26个大棚，带动30
多名村民就业，今年合作社将扩大草莓种植规模，新增30个家
庭农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记者 鲁瑾

拥 抱 会 展 共 赢 津 南

科技育苗助春耕
津南区开启小站稻基质育秧序幕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俗话说“秧好
一半禾，苗好七分收。”秧苗是水稻机械化
生产的首要环节，是稻谷丰收的基础。眼
下，正是春播育苗的黄金时节，津南各地
正积极推进春耕生产工作，田间地头处处
可见忙碌的身影，小站稻基质育秧的序幕
全面开启。
在金谷集团小站稻育秧中心，机械化

水稻育秧流水线正在全速运转，经过自动
撒土、扫平、浇水、播种、覆土等操作后，一
块块长方形的育秧盘“新鲜出炉”……整
个育秧过程随之实现全部自动化。
“我们小站稻育秧中心占地面积50

亩，总体育秧数量在10万盘左右，能够保
证42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现在已经育
了4个棚。”天津金谷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项目部经理陈越介绍说，“现在育上之
后大约5天左右就会出苗，育秧时间大约
持续到本月15号左右，根据农时到5月
15日左右就可以移栽插秧。”
在育秧中心的另一个薄膜拱棚里，一

台自走式秧盘育秧播种机正在下田作
业。这台农机与传统育秧流水线不同，它
可以直接在田间一次性完成撒土、浇水、
播种、覆土等环节，省去了人工摆盘的时

间和人力。
“这台播种机是今年新引进的，我们

跟传统的育秧流水线对比了一下，这台机
器相对来说更省人工。”陈越介绍说，“传

统育秧流水线虽然也是自动化的，但是需
要人工放盘、运盘、摆盘，要想高效运转至
少需要15至20人。但自走式秧盘育秧播
种机直接在田间作业，省去了搬运环节，
只需要7个人就完全可以正常运转，工作
效率比传统流水线提高了50%。”
春牛换成了“铁牛”，机械化渐渐成为

春耕的主流。“机械化育秧最大的好处就
是能提高秧苗质量，保证播种均匀度且不
会漏播，实施基质育秧也能从源头上把控
小站稻的绿色品质。”津南区农业农村发
展服务中心种植业部部长郑宝福说，“采
用基质育秧不仅能防治病、虫、草害，还具
有保水保肥等优势，而且将来成苗率也比
较高。”
做好春播育苗只是水稻种植的其中

一环，为保障小站稻的产量和质量，区农
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全力做好各个环节
的农技支持，从选种、育秧、插秧到统防统
治、稻蟹综合立体种养全程跟踪指导服
务，力求稳粮增产。郑宝福介绍说：“今年
津南区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4.3万亩到
4.5万亩，采取基质育秧的面积大概是在3
万亩到3.3万亩，目前育秧工作在陆续开
展，已经完成全部任务的50%。”

本报讯 从4月9日举行的全国糖酒
商品交易会天津推介会上获悉，今年10
月在天津举办的第105届全国糖酒会已
进入前期筹备阶段。

推介会上，与会代表一起观看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宣传片，并听取对第
105届全国糖酒会举办场馆——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办展条件和场馆数据
的详细介绍和天津食品产业发展现状
的介绍。

作为国内历史悠久、业内知名的重
点展会，全国糖酒会在津举办必将对天
津会展业发展带来积极意义，谱写天津
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图为佳沃矩阵“空中拓展挑战”无动力单体项目 张鸾 摄

工作人员在棚内操作农机 刘静男 摄

全国糖酒会将在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