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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河教育园区发布创新创业“英雄帖”

打造“智慧城市
国家级标杆区”

生态城制定实施方案 促进人工
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疫情快报

4月26日18时至4月27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4月26日18
时至4月27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
院144例，病亡3例。

4月26日18时至4月27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38
例（中国籍213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法
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例、波兰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
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立陶宛籍1例），治愈出院
229例，在院9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7例）。

第23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国。
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4月26日抵达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4℃，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
查采样后，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4月27日晨出
现发热症状，最高体温38.4℃，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回报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
双肺下叶胸膜下斑片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4月26日18时至4月27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99例（境外输入194例），
尚在医学观察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62例、转为
确诊病例28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3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
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4月2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441人，尚有21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天大博士团队研发

“云遥气象”网络添新成员

■本报记者宋德松

“您好，我是机器人‘小飞’，请进行人
脸识别。”
“您好，老师！请您靠近我……您的

体温是36.2℃，请您进入智能教室。”
……
来到天津七中讯飞人工智能教室，由

学生们完成编程的机器人“小飞”正在门口
站岗。
“小飞小飞，我们上课啦。”实验室四周

的窗帘缓缓拉开。大家惊讶不已，原来是
这个小家伙还控制着窗帘。
感受了人工智能的神奇，学生对人工

智能的原理更为感兴趣。课堂上，来自初
中和高中的32名学生进行了人工智能应
用能力PK，通过编程调用机器学习、语音
合成、语音识别、人脸识别、物体识别、文字
识别、机器翻译等AI能力，让桌上的小机
器人完成相应指令，令在现场观看的嘉宾
和老师们称赞连连，掌声不断。
2019年，河东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教

研教学基地揭牌。同时，天津七中与科大
讯飞合作共建的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
室正式启动。科大讯飞技术人员、助教王

畅告诉记者，人工智能实验室配套了兼具科
学性和趣味性的教材、课程，在教学过程中
综合运用观察、体验、头脑风暴、设计、编程、
制作、展示、汇报等多种方式，充分调动学生
的课堂积极性。实验室配套具有AI应用能
力调用和AI训练模拟的“低门槛、高延展”
的小飞机器人和未来派等智能教具，帮助学
生“好上手、能创造”，成为“懂AI、乐创新”
的时代新人，使得“研究型、任务型、项目化、
问题式、合作式”创新教学成功落地。“学生
遇到问题，我们可以现场进行解决，需要技
术支持，与公司现场沟通，目前已经做到社
团课程常态化开课。”
“两年来，学生们对人工智能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和研究，也对人工智能的未来越来
越有兴趣。”天津七中人工智能课程教师刘
旭介绍，学校目前采用社团形式，上课时初
一共 8名学生，分成四组，高一共 24名学
生，分成八组，每周开课，学生能够独立进行
小游戏的编程，老师能够独立进行授课。在
开课过程中讯飞的课程服务人员都前往学
校助教。
“人工智能是由人类创造的，它的走向也

将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智慧，让学生们会使用
和驾驭人工智能，满足学生们研究人工智能、

开发和应用人工智能的渴望，让学生们跟上
时代发展的步伐，是人工智能教育时代新的
历史使命。”天津七中校长王保庆说。
“科大讯飞一直致力于帮助老师‘因材施

教’，帮助学生们‘减负增效’。除用技术助力
教育变革之外，科大讯飞也一直在探索如何
赋予人工智能时代教育更多的含义，学生的
学习内容、课程内容又将如何改变，这都是未
来教育领域需探讨的关键内容。我们致力于
创建人工智能创新教育环境、开设人工智能
教育相关课程等实践。”科大讯飞教育BG副
总裁周佳峰说。
“每周特别盼着上智能课，看着自己编程

的机器人能完成指令，为生活带来便利，甚至
有希望改变人们的生活，特别有成就感。”一
到教室就专心研究自己机器人的高一三班学
生陈宇博说。

据介绍，基于河东区人工智能创新教育
实验室的落成，科大讯飞与天津七中将继续
展开精准化教学及个性化学习、智慧化课堂
教学等多方位、深层次地密切交流合作，共同
打造智慧校园建设、探索互联网+人工智能
背景下的新型教学模式，推动信息技术在教
育改革中的创新应用，助力河东区教育改革
的现代化，全面深化智慧校园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
新天津生态城获悉，作为首个绿色发展
示范区和国家智慧城市建设试点，生态
城制定《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新一代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核心区实施方
案》，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
融合，打造“智慧城市国家级标杆区”。

记者了解到，生态城围绕重大应用
场景落地、人工智能产业培育、科技人才
引进培养等目标，制定了基础设施和创
新环境、产业发展和人才培育、城市数据
和智能应用、国际合作和推广复制4个
方面、共30项重点指标，全面“激活”人
工智能基因，以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应
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按照技术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相结
合的发展路径，生态城通过5G、北斗技
术的创新应用，实现全域覆盖、万物互
联、精准定位，建成海量数据的高速公
路；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交通、环境、
能源、应急等城市运行管理多个领域，让
“城市大脑”变得更“聪明”。

按照规划，到2024年，生态城人工智能
创新核心区建设将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记者曲晴摄影潘立峰

一张张泛黄的证书、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
静静地陈列在展馆里。它承载着奋斗者的荣光，
展现着广大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和
普通劳动者为天津发展拼搏奋斗的闪光足迹。
昨日，市总工会举办的“天津市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展”向职工群众开放，
记者跟随预约参观的职工代表一起走进了展
馆，沉浸式学习劳模先进、大师工匠感人事迹，
体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走进宽敞明亮的展馆，记者看到馆内布置

色彩鲜明，以红色为主，展示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核心内容分为“时代召唤篇”“人民楷模篇”
“津门榜样篇”“拼搏奋斗篇”四个部分。
“看到展览开篇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

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
神的重要论述，突出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三种精神’的重要论述，还有习近平

总书记给劳模本科班学员、给郑州圆方公司职
工的回信……我既受教育、又受鼓舞！”红桥区
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孙玉龙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劳动
模范、时代楷模、大国工匠。他们以实际行动践
行“三种精神”，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赞
歌，展现了全国著名劳模和先进人物、改革先锋、
时代楷模的先进性、代表性、典型性和时代性。

张玉英是上世纪50年代天津公交战线全国
劳模，为了提高售票速度，她每天一练就是5个小
时，在全国售票员练兵比武中荣获第一名……

全国劳动模范宫克勤，一线汽车维修工人，
工作36年解决了众多汽车维修领域的技术难
题，他患有严重的腰肌隐形拉裂疾病，每当发作
时疼痛难忍，但他总是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完成修
理工作，最长连续工作时间超过32小时……

全国抗疫先进个人、天津市抗疫劳模，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苗苗，去年春节本打算回
老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退掉了机票，站到防

控第一线，恰恰就在春节，苗苗的奶奶突然去世，从
小跟着奶奶长大的苗苗强忍悲痛，向老家的方向深
深鞠了三个躬，又投入到社区防疫工作中……
“于平凡中彰显伟大的劳模精神的力量，他们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是
我们学习的标杆、前进的动力。”南开区总工会主
席、党组书记敖立功在参观时表示，要当好传承、
弘扬“三种精神”的先锋模范，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坚持创新创造、勇担责任使命，带领广大职工群众
苦干实干，争创一流。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在劳模奖章墙、证

书荣誉墙边，市级机关工会联合会主席袁国新一
边用手机拍照记录，一边对记者说：“通过参观，给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先进的
精神，这种精神源于我们身边每一个身份普通、岗
位平凡、业绩突出的劳动者，这种精神成为了推动
社会前进的原动力。我们要紧密结合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用好‘三种精神’活教材，为加快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功立业。”

本报讯（记者姜凝）4月27日11时20分，天津大学博士生
李峰辉团队自主研发的GNSS掩星气象探测系统又布两颗星。
“云遥星座04、05号”分别搭载湖南航升卫星科技有限公司研制
的“中安国通一号卫星”（航升一号）和零重力实验室研制的卫
星，乘“长征-6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双星”的方式于山西太原卫
星发射中心顺利发射并进入预定轨道。该系统也是第六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项目。

据了解，GNSS掩星气象探测载荷是一种新型星载遥感综
合探测设备，它可以连续探测到0至60千米大气层大气的折射
率、温湿压以及100至800千米电离层的电子含量和电子密度，
能为地球表面大气层及电离层研究提供重要数据，对于天气预
报、全球气候变化、地震预报等具有重要价值。今年,云遥宇航
首次采用两颗卫星同时搭载方式。这两套GNSS掩星气象探测
系统肩负着全新大气开环算法验证、业务化运营平台验证和多
卫星平台兼容性验证等多项任务。

李峰辉团队历时数年研制的GNSS掩星探测载荷具有低成
本、低功耗、体积小、重量轻等特点，可以搭载不同类型的人造卫
星进入太空，并在轨收集海量的掩星信号。“云遥星座计划”就是
将这款掩星探测载荷分布在80颗卫星上，形成一个覆盖全球的
气象探测网，提供实时性优于20分钟的气象预报信息及地震短
临预报信息。这个全球组网填补了我国探测空白，能解决“卡脖
子”问题，被业界称为“气象北斗”。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昨天，海河教育园
区举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年度工作总结启动大
会，会上同时启动“企业命题、院校揭榜、师生
解题、融合创新”——园区第二届产教融合

创新创业大赛。面向园区内包括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普通高校和
职业院校师生团队，发布由企业提出的24道
“赛题”，欢迎师生“揭榜”。

据了解，第二届大赛面向天津市动力与
电气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全体企业成员单位征
集了赛题。24道“赛题”全部为企业真实生
产中的技术问题或科技创新需求。主要包括
对现有生产工艺、产品的提升或改进；面向未
来的技术革新或产品创意；新产品研发创新
或新技术应用等。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4月26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2761件。其中：滨海新区
2261件、和平区377件、河东区761件、河西
区722件、南开区846件、河北区588件、红桥
区317件、东丽区645件、西青区774件、津南
区836件、北辰区914件、武清区772件、宝坻
区848件、宁河区579件、静海区833件、蓟州
区636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
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
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
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
《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
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 关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 �

打造“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校园
——走进天津首个人工智能创新教育实验室

全国气象短视频创作大赛天津赛区赛事启动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苏晓梅）记者从市

气象局获悉，近日，第三届全国气象短视频创
作大赛天津赛区赛事正式开启，将自天津、北
京、河北、山西四省市征集作品。

本届大赛以“主赛区+分赛区+全国总决
赛”的形式进行，天津分赛区征稿截止日为8
月25日，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
奖及评委会单项奖。本赛区完成评审后，将
选拔部分获奖作品参与全国总决赛。

南开大学科研团队

光助锂—氧气电池领域获新突破
本报讯（记者姜凝）“吸”入空气中的氧气，经过简单的化学

反应，就能实现放电；充电时，放电产物通过可逆反应被分解，又
重新释放出氧气。结构简单、绿色环保、理论能量密度极高的
锂—氧气电池，正在让“空气发电”的奇思妙想走进现实。近日，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李福军研究员团队在光助高比能锂—氧气电
池研究方面获得突破，为目前充放电过程极化大、能量效率低等
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方案。介绍该工作的论文已发表在国际
顶级学术刊物《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据介绍，该团队研获了一种新型半导体催化剂，首次将可见
光引入锂—氧气电池中，显著提升了正极反应动力学，有效降低
了电池充放电过程的极化，开辟了构筑高效金属—空气电池的
新思路。李福军表示，这项新的突破，能够直接让光能在电池中
实现转化和存储，将为太阳能发电和存储提供新策略。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ANDA获美国FDA批准

金耀集团成国内同类产品首家进入美市场企业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天津金耀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注射

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简略新药申请（ANDA，即仿制药申请）日
前获美国FDA审批批准，金耀集团成为国内同类产品生产企业
中首家进入美国市场的企业。记者获悉，之前，金耀集团生产的
甲泼尼龙片、泼尼松片和塞来昔布胶囊口服固体制剂相继获得
FDA注册批准。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是一种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的冻
干粉，主要用于抗炎治疗及免疫抑制治疗，对风湿性疾病、皮
肤疾病、过敏状态以及器官移植、血液疾病、肿瘤等有疗效。
据悉，这是金耀集团首个获批进入美国市场的无菌注射剂产
品，该产品原料和制剂生产工艺均由金耀集团自主开发。目
前，该品种已经完成国内一致性评价申报，正在由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审评。此次获美国FDA注册批准，将加快国内审评
进程。

我市两家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
本报讯（记者 韩雯）“爱心之家”“天津市张大千艺术研究

会”，在民政部日前公布的第二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中，涉及天
津的有两家，目前，两家非法社会组织已被取缔。

根据民政部的统一部署，我市启动专项行动，打击整治非法
社会组织，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
间。民政部门提醒公众，如果发现已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仍在
开展活动的，可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
参与其活动时，可以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验明正
身，避免上当受骗。同时，一旦发现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线
索，如活动场所、负责人等，可登录“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
台”的“投诉举报”栏目进行投诉举报。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苏晓梅）记者从
天津公交集团融通公司获悉，今年五一劳动
节期间，天津公交IC卡充值网点营业时间
有所调整。其中，河北区辰纬路客服中心、
河西区体院北客服中心劳动节期间营业时
间不作调整，为8：00至18：00。其他16个
充值网点营业时间调整为：5月1日劳动节
全天停业放假，5月2日恢复正常。

公交IC卡充值网点
假期营业时间有调整

本报讯（记者王睿摄影王涛）日前，“百面
党旗映初心——平津战役主题展览走进泰达
航母国防教育基地”活动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
勋章广场启动。泰达航母“携手”平津战役纪念
馆，以上千平方米的航母机库作为展览主要场
所，打造党史学习教育红色阵地，图文并茂展示
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和辉煌历程。

党史学习教育红色阵地面积约1500平方
米，划分为宣誓区、展览区和观影教育区，可提
供“一站式”学习教育培训。据了解，展览区分
为平津战役主题展及党史展。在现场，泰达航
母与平津战役纪念馆签订合作协议，泰达航母
被授予“天津市国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红色
阵地”和“天津市青少年实践教育阵地”。

“携手”平津战役纪念馆

泰达航母变身“红色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