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吴巧君

在去年第四届世界智能大会期
间，工信部为天津（西青）国家级车联
网先导区揭牌。时间过去一年了，车
联网先导区在标准制定、测试验证、基
础设施建设、信息安全、应用示范、产
业聚集等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记
者日前采访到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中汽研智能网联技术
（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志彬，他所
在的中汽数据是天津（西青）国家级车
联网先导区的重要参与方，他本人也
参与了先导区顶层设计等相关工作，
他说：“天津要打造一个政策创新、标
准先行、数据完善、安全可靠的车联网
先导应用的样板工程，最终目的就是

想探索出一套车联网产业发展的‘中
国方案’。”

一年时间以来，天津建设国家级
车联网先导区，在行业标准方面，围绕
网联功能与应用、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等领域开展了88项标准研究，发布了
《智能网联汽车法律法规发展路线图》
等一系列法规；在测试环境方面，搭建
了虚拟测试场、封闭测试场、开放测试
道路三级测试服务体系，占地1475亩
的封闭测试场一期已竣工投入使用，
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智
能网联汽车封闭测试场；在应用场景
方面，天津港25辆无人电动集卡实现

全球首次整船作业，中新生态城熊猫公
交车实现2.5公里车路协同运营，海河
教育园28公里智能网联公交实现常态
化开放运行。
“三级测试服务体系就是我们公司

搭建的，这套体系在全国甚至是世界范
围内都是具有话语权的。”杜志彬说，“以
我们去年竣工的封闭试验场一期工程为
例，这个仿真测试场现在已经是中国最
大的仿真场景的训练场。”
杜志彬告诉记者，在车路协同建设方

面，目前，以天津南站区域为重点建设区
域的多个点位已实现互联互通，联调后已
经正式上线和应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

会期间，我们的车路协同基础数据服务平
台会正式联网，届时，社会公众可以通过
技术数据服务平台，看到目前已经联网的
路测设施和车辆的基本情况。”他说。
车联网带给普通老百姓的实惠是什

么？杜志彬解释说，车联网并不仅仅是
自动驾驶的联网，传统车也可以加入联
网。“联网之后，日常交通的公共服务水
平会有很大提升，消防、公安、环卫清扫
等社会车辆以及公交等公共车辆的通
勤，可以通过车联网方式做到绿波通行，
让马路更加畅通。天津将会在机场或者
港口提供大量自动驾驶通勤服务，给百
姓出行添加‘科技感’。”他说。

天津要探索出车联网产业发展的“中国方案”
——访中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杜志彬

和平区朝阳里社区
开通集社区党建、社区
宣传、社区服务指南及
社区平安治理为一体的
新 型“智 慧 社 区 平
台”。平台以市公安局
智慧平安社区建设标准
为基础，通过在社区内
安装门禁系统、抓拍系
统等，对各类突发事件
做到预知、预判、预防、
预警和有效处置。

本报记者吴迪摄

智慧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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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滨海新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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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

根据中共天津市委建议，依照《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政协天
津市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主席
会议对违纪违法政协委员及时作出处
理的决定》，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

会第四十七次主席会议决定，撤销张
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第十
四届委员会委员资格，并在政协天津
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
次会议上予以追认。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滨海新
区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总结滨海新区党史学习教育前一阶
段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措施，教育引
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快推进美丽“滨城”
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出
席并讲话。
连茂君强调，要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走深走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凝
聚起加快推进美丽“滨城”建设、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聚焦“学”字

再用力，在学史明理中汲取真理的力量，
提高站位学、深入系统学、传承历史学、
典型引路学，使广大党员干部学有标杆、
行有示范、做有标准。聚焦“信”字再用
力，在学史增信中汲取前行的力量，强信
仰、强信念、强信心，激发“我是滨海人、
人人爱滨海”的干事创业动力和斗志。
聚焦“共”字再用力，在学史崇德中汲取
榜样的力量，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
民的赤子之心，做到实事“共谋”、实事
“共包”、实事“共办”、实事“共管”、实事
“共评”。聚焦“功”字再用力，在学史力
行中汲取奋斗的力量，提升高质量发展
之功、执行落实之功、从严治党之功。

本报讯（记者李国惠）5月17日，正
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五周年之际，市委
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局、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市
社科联共同举办座谈会，重温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
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提出的重要要求。
与会专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要
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
视，对广大社科工作者的关爱关心，为哲
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大家
一致表示，要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胸怀“国之大
者”，担当时代重任，倾情服务人民，倾心
打造精品，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办好高品质的
学术期刊，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
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推动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
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和解答如何更好
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
力量的重大课题。
我市部分高校及社科研究机构、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各
基地负责人、市期刊协会及社科学术期
刊负责人、社科理论界专家代表60余人
参加会议。

回答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的重大课题

关于撤销张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2021年5月13日 政协天津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主席会议通过）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巍巍井冈山，峰峦叠嶂，中国革命

的星星之火在此燎原；
滔滔于都河，蜿蜒秀丽，中央红军

在此集结踏上长征路。
山河为碑，历史作证。如今，循着

红色足迹一路在江西井冈山、于都追
寻，千里故地已是旧貌换新颜，这片承
载着初心和使命的红色土地，正奋力
书写新时代的壮丽画卷。

坚定信仰镌刻澎湃初心

【红色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江西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在这里

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
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星星之火。两年零
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牺牲近4.8万
英烈，平均每天有近60人失去生命。
【坐标指引·井冈山革命烈士陵

园、井冈山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井冈山，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
园。在纪念堂吊唁大厅，他向革命烈
士敬献花篮并三鞠躬。在陈列室和忠
魂堂，习近平凝视着开国元勋和革命
先烈的照片，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
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
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
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
随后，他还来到井冈山八角楼革

命旧址群。习近平一边听讲解，一边
询问有关细节。习近平指出，中华民
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
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情怀。
“总书记对革命先辈和红色历史

的敬重之情给我上了深刻的一堂课。
我要通过更为生动的讲解，让井冈山
精神感染更多的人。”烈士陵园讲解员
章婧当时向习近平总书记介绍了李聚
奎、曾志等革命先辈和胡少海、伍若兰
等烈士的故事，这次讲解经历令她终
生难忘。
【红色历史·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

发地】
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碑巍然矗立。1934年10月，中央
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此
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
苏区时期，30余万人口的于都

县，几乎每5人中就有1个参加红军；
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
籍烈士倒下。
【坐标指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

念碑】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来到于都

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
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
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纪念馆。他强调，我们不能忘记党的
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
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
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在参观时，总书记不时驻足察

看，从他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感受到他
深厚的红色情怀。”回想起当时的场
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
钟敏仍然感到振奋，“铭记历史是为了
继续前行，我们要讲好长征故事，以长
征精神育人，让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信仰传承·“山”“河”相映】
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经成为人

们汲取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近年
来，平均每年有100多万人次前往井
冈山，瞻仰革命烈士陵园、参观革命旧
址、聆听革命故事，人们在这里感悟红
色精神，寻找初心信仰。

在于都，革命传统教育已成为当
地学生一门必修课。于都县长征源小
学坐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旁，学校师生通过开展奏响红色唢呐、
当好“红娃讲解员”、讲好红色故事、用
好红色课本、唱响经典红歌等活动，让
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民生福祉见证赤诚初心

【坐标指引·井冈山神山村】
记者沿着崭新的山路来到井冈山

市神山村，路旁的“笑脸墙”格外引人
注目，众多脱贫村民的笑脸照片拼成
了一个爱心形状，定格下了村民们越
来越红火的美好生活。

2016年2月，习近平乘车沿着崎
岖山路来到神山村，视察村党支部，了
解村级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情况。他
指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
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在贫困
户张成德家中，习近平一间一间屋子
察看，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账，
问家里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吃穿住行
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

【红土地新貌·圆梦小康】
最近，村民张成德家里好事连连：民

宿和农家乐生意火爆；外出务工的小儿
子决定留在村里，身边多了一份陪伴；最
让张成德和老伴儿彭夏英喜上眉梢的
是，大儿子结婚了。
“当时，总书记握着我的手，鼓励我

要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心，如今致富奔小
康的梦想已经实现了，生活就像糍粑一
样越来越甜！”彭夏英说。
张成德一家美好生活的背后是神山

村乃至井冈山的山乡巨变。在扶贫政策
支持下，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神山村人均
年收入从2015年的2800元增长到2020
年的2.8万元，不少村民开上了私家车。
2017年2月，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

全国率先脱贫摘帽，成为我国贫困退出
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坐标指引·于都县潭头村】
柏油马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与绿树

浓荫相互映衬，清池塘、景观亭点缀其
间……初夏时节，记者走进于都县梓山镇
潭头村，一派别致的田园画卷徐徐铺展。
2019年5月，习近平来到这里，实地

考察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发展情
况。看到总书记来，村民孙观发领着儿
子、儿媳、孙子、孙女，高兴地把总书记邀
请到家里。围坐在客厅里，习近平同孙观
发一家和当地镇、村干部拉起了家常。
总书记说：“我这次来江西，是来看望苏区
的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
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摘帽。”

【红土地新貌·乡村振兴】
潭头村是红军村，也曾是贫困村。随

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与乡村振兴无缝衔
接，村庄蝶变。村里成立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村民们一同发展“富硒食堂”、民宿与
红色研学旅游等项目，大家有了新身份：

讲解员、保洁员、服务员、厨师……
“入股分红、民宿收入、儿子外出务

工，去年家里年收入达到22万元，这在
过去想都不敢想！”坐在客厅的板凳上，
孙观发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着家里的收
支账。

高质量发展辉映不渝初心

【井冈山新颜·“三轮驱动”】
走进井冈山秀狐智造电子有限公

司，一块块LED巨屏上流光溢彩。“我们
依托XR技术生产虚拟拍摄用的LED
大屏，产品被用在许多热播剧中。”公司
负责人闫颖昊说。
秀狐智造只是革命老区拥抱新经

济、培育新动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智
能物联网产业园、新经济产业园、智慧仓
储物流园等一个个新兴产业园勾勒出井
冈山发展新蓝图。
从旅游业“一业独大”到全域旅游、

新型工业、现代农业“三轮驱动”，井冈山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创新驱动
能力不断增强。2019年，井冈山市全部
工业总产值达到92.65亿元，较5年前增
长50%以上，去年获批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5家。与此同时，一个个曾经偏远的
小山村发展起各具特色的精品民宿，全
市有15家农业企业通过有机认证，有机
农产品达到42个。
【于都新颜·传统产业新嬗变】
人口超过百万的于都县，县域经济一

度缺乏引擎支撑引领，过去以劳动力密集
型为主的服装产业附加值低，农业发展没
有品牌特色。近年来，于都县以智能制造
为核心重塑传统服装产业新优势。
在于都县赢家时装（赣州）有限公

司，客户根据需求在线选择面料颜色或
款式，下单后数据将直接传输到生产线，
一块块布料按客户个性化数据自动裁
剪，一片片衣料通过智能排产系统传输
给合适工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智
能化技术应用可以帮助企业降低70%
管理成本。
智能科技让“老行当”焕发新活力。几

年来，于都县聚集了3000余家纺织服装企
业，全行业产值达到500余亿元，带动8万
多名服装业从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传统农业则借助富硒品牌声名鹊

起。初夏时节，走进于都县梓山镇万亩
富硒蔬菜基地，丝瓜、辣椒等蔬菜长势正
旺，村民正在棚内采摘，准备装车运往市
场。于都县农业农村局经作办主任欧阳
天泉告诉记者，普通辣椒售价在每斤2
元左右，富硒辣椒可以卖到每斤7元，还
时常被抢购一空。
近年来，于都县利用丰富的富硒土

壤资源，大力发展富硒农业产业，建成市
级富硒蔬菜产业基地9个，去年全县蔬
菜播种面积22万亩，综合产值达30亿
元。于都县委书记陈阳山说，于都县将
重点打造中国于都硒品牌，让老百姓的
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

新华社记者郭远明范帆
新华社南昌5月17日电

“山”“河”映初心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江西篇

游客在井冈山“井冈红旗”雕塑前参观 新华社记者万象摄

（上接第1版）
“工信部为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加快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产业创新发展，历时两年，层层筛选，通
过‘揭榜挂帅’机制在全国遴选出101项
代表国内最高水平的人工智能技术和成
果。我市天地伟业、中汽研、天津联通等
3个单位承担的4个项目入选揭榜优胜
成果榜单，数量位居全国第7位。”董锡
泉介绍说。
以此次参展的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

司为例，他们研发的超星光人车行为智
能识别分析系统大幅度提升了无光或者
弱光环境下监控摄像机分辨率，能够实
现在0.0001lux低照度环境下采集输出
全彩色视频图像，在百万分之一误报率
下，人脸抓拍识别率达到99.9%。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
设积极推进

今年2月，天津（滨海新区）正式获
批成为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着眼推动智能制造、智慧港口、智慧社区
等重点领域突破，构建国内一流的人工
智能产业生态环境。
“天津（滨海新区）国家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建设正在积极地推进。”市
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尹继辉在世界智
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称。
从产业发展来看，天津已形成以人

工智能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
领、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新型智能
基础设施为关键支撑，各领域深度融合
发展的智能科技产业，2020年，全市智
能科技产业营业收入占规上工业和限额

以上信息服务业比重达23.6%，成为天
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从核心技术看，一批人工智能领域

重大创新成果先后问世，百亿亿次“天河
三号”原型机完成研制部署，世界首款脑
机接口专用芯片“脑语者”正式发布，云
圣科技成功研制出世界领先的全自主无
人机系统，“飞腾+麒麟”的“PK”体系成
为国内主流技术路线。
从应用场景看，在智能制造、智慧城

市等垂直行业打造了188个5G应用场
景。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城市大脑，汇
集了11大类业务4.9亿条数据，投用智
慧公交、智慧图书馆、智慧博物馆、智慧
能源小镇等40多个应用场景，入选国家
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点；天津港建设了
京津冀港口智慧物流协同平台等一批智
能化信息系统，为全球港口智慧化转型
提供了“天津方案”。
从产业生态上来看，汇集了中国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天
津中科智能识别产业技术研究院、天
津（滨海）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等高端创
新平台；集聚了华为鲲鹏、360、紫光
云、麒麟软件等一批领军企业；科大讯
飞“智汇谷”已成为京津冀地区重要的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基地，“中国信创
谷”建设快速推进；宜科电子、卓朗科
技等“企业+平台+服务”的新业态、新
模式快速发展。
“天津将以先导区建设以及智能大

会的召开为契机，不断挖掘体制机制改
革‘深度’，提升创新能力‘高度’，加快应
用落地‘速度’，增进产业集聚‘热度’，为
国家创新战略提供更多天津方案、天津
贡献。”尹继辉说。

工信部揭榜优胜企业亮相世界智能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