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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春沣 周志强）21日下午，市委书记李鸿忠
深入宁河区俵口镇，调研“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这是
李鸿忠第八次来到七里海湿地保护区实地走访调研，现场征
求群众意见建议，研究推动乡村振兴、湿地保护修复等工作。

俵口镇兴家坨村毗邻七里海湿地保护区，2017年10月
29日，李鸿忠曾专程来到这里，走村入户，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李鸿忠一行来到兴家坨，察看村容村貌，了解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情况，在村上的大集亲切地与大家打招呼、拉家常，攀
谈起村里的变化，询问大家还有哪些操心事烦心事。
“李书记，我们认得您，您之前来我们村宣讲十九大精神，

给我们讲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理儿。全村上下在转
变观念上开了窍，把守护好七里海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几
年村里花大力气改善村庄环境，现在房前屋后垃圾没了，河里
的水也更清了。”村民们滔滔不绝地向市领导介绍。

兴家坨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马全胜说，“念生态经、
走生态路”的思路已在村里深深扎根，村民们都同意土地和水
面流转，发展生态林绿色产业，开展“稻蟹混养”，人均年收入
近3万元，农民增收、生态保护实现了双赢。

李鸿忠一行来到村民马全玉家中，实地查看负压厕所改
造项目实施情况。该项目将飞机、高铁上应用的“真空负压倒

排式”技术用于农村污水收集处理，已在宁河28个村的1.83
万户村民家安装，村民每次冲马桶仅需约一瓶矿泉水的水
量。马全玉说，装这种马桶既节水，又施工简单，不需要大面
积开挖路面，村民都很欢迎。李鸿忠详细了解技术原理、施工
方法等，对宁河区结合实际，采用新技术因地制宜推进“厕所
革命”的做法给予肯定。

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李鸿忠仔细询问村级组织换届、基层
党建、网格管理、疫情防控等情况，对充分发挥互联网作用，推
进村级网信工作体系建设，打通联系服务村民最后一公里提
出明确要求。

随后，李鸿忠在俵口镇机关主持召开座谈会。宁河区委
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情况，俵
口镇党委书记原战船，区农业农村委党组书记、主任王进，造
甲城镇造甲城村党委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任百友，七里海镇任
凤庄村老党员李长武分别发言，介绍了各级干部破解困扰群
众和企业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推进环境整治、产业发展、公
共设施建设、移风易俗、矛盾调处等方面的做法。

李鸿忠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指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是“学史力行”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把学习党史同总结

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以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
效果践行初心使命。为群众办实事，关键在一个“实”字。一
是真心实意、满怀感情服务群众。强化为民情怀，树牢宗旨意
识，坚持“向群众汇报”，察民情、访民意，忧群众所忧，急群众
之急。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结合乡村发
展实际，对接群众需求，求真务实，切实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
好。三是在实际成效上下功夫。坚持目标导向、效果导向，根
据群众所思所盼，确定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的事，坚决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探索完善群众
工作机制，坚持机关干部入列轮值，推广“和平夜话”、“五常五
送”工作法等，把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方面的有效做法及时固
化为长效机制。

李鸿忠强调，党史学习教育要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机
结合，聚焦“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
目标，强化责任担当，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展乡村产业，想方
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防控农业面源污
染，持续净化河湖水质，提高节水意识，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常态化做好农村厕所以及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
管护运营工作，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市领导金湘军、李树起参加。

李鸿忠到宁河区俵口镇兴家坨村调研“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以服务群众实际成效检验初心使命践行 ■本报记者 吴巧君

6岁小朋友王睿宸接过爸爸递过
来的咖啡，迅即又递回爸爸手中，钻进
人群最前方，目不转睛盯着眼前那台
手冲咖啡机器人有条不紊的操作，神
情是如此专注，如此认真，刚刚还在场
馆里跑动，小男孩特有的淘气瞬间不
见了。
小男孩递回爸爸手中的咖啡就是

眼前这台咪咕“5G”AI咖大师制作出
来的，这台可以还原人类咖啡大师每
一个运作，确保每一杯手冲咖啡品质
的机器人，此时是这个6岁小男孩眼
中的全部世界。
这是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

技展为期两天的公众开放日里的一个
场景。小男孩的爸爸王峻峰告诉记者，
他们是从静海区赶过来的。“接近梅江
会展中心的时候开始大堵车，所以历
时两个小时才到达。”王先生的话语例
证了市民感受智能科技展的热情。

记者拉住又一位小男孩的手，抱
歉地打断了他在机器人世界中的沉
迷。“机器人可以动起来，煮咖啡，是因
为背后有叔叔阿姨们的编程。”小朋友
告诉记者。旁边的爸爸解释说，孩子
今年马上上一年级，平时在学习乐高，
等到二年级就会接触到编程，所以他
听说过这个词。
“那是机器人厉害还是叔叔阿姨

厉害？”记者问。
“机器人厉害，叔叔阿姨也厉害。”
“你长大了想成为这样厉害的

人吗？”
“想。”
“那怎样才能成为这样厉害的

人呢？”
“好好努力学习。”小朋友说。
这样相似的对话也发生在记者与

上海道小学三年级小朋友张馨凌之
间。这位小女生被5G未来工厂展台
前的无人牵引车吸引，无人牵引车载
着一个瓶子行驶到终点，机械手精准
地抓起瓶子，把瓶子放置到高处。
“我在展馆里看到好多没有人操纵的机器人、机器狗与无

人机，非常好玩，我现在不了解他们为什么自己会动，但长大
了我想去了解，我要让爸爸替我买一些科技方面的书。”小女
生这样对记者说。
刚刚体验完VR体感游戏的西康路小学四年级男生刘沐洋，

走出体验间还处在兴奋中，他告诉记者，刚刚体验的是“城市秋
千”项目，就是在距离地面很高的楼顶上荡秋千。“当秋千荡得特
别高的时候心里有些害怕，真是稀奇呀。”这个小男生说，“我刚刚
还在馆里看到了可以与人对打的乒乓球机器人，这么多神奇的东
西都是谁创造出来的呀，长大了我也想成为他们这样的人。”
“我与爸爸妈妈9点多就到展馆了，体验了好多项目，戴

上VR眼镜就可以成为机场里面的机务人员，检查飞机哪个
部位出问题了；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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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全市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三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签
约项目超200个，总投资1057亿元人民币，覆盖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技术服务等新动
能产业；首次在世界智能大会亮相的信创展区，天
津龙头信创企业带来全产业链的丰富场景……
刚刚结束的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为新兴产

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也再一次证明，新一轮科
技革命带来空前机遇和“风口”。能不能抢抓机
遇，站上“风口”，关系着一座城市的发展能级与
核心竞争力。而发展出“新”，既要有新的理念，也
要有大的格局。
我们着力壮大新兴产业，不仅要加速经济的

转型、新动能的迸发，也要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以及资源的高效、可持续利用。这就要求我们要
以大格局、大气魄谋划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长
远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看待发展，从发展
全局出发，从资源禀赋出发，谋划符合实际的新
兴产业发展之路。项目、技术不仅看投资大不大、
产出多不多，更要看含金量，看有没有前瞻性和
引领性。如此，新兴产业的不断壮大，才能成为经
济更具活力的重要抓手。
大格局需要大视野。在创新要素集聚的新兴

产业，唯有解放思想、放大视野，才能突破发展瓶
颈。新兴产业之“新”，代表着发展方向，意味着新
的增长点。技术要新、产品要新、管理要新，更重
要的是理念要新、视野要广，如果没有全局性视
野和系统性思维，就不可能穿上“新鞋”，走好新
路。近年来，滨海新区主动融入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大格局，加快培育科研创新能力，全方位、多
维度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新区“1+3+4”现代
工业体系的重要支撑。把自身发展放到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把握规律、贴近

需求、创新推进，方能在发展全局、产业格局中精准布局，以差异
化、优质化竞争抢占发展新赛道，实现新的跃进。

大格局呼唤大担当。无论是激发新动能，还是壮大新兴产
业，都是在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探索，就意味着勇
往直前、创新创造。发展不等人、机遇不等人，壮大新兴产业、增
强发展动力，布好局，更要落好子，以担当之力促发展之进，坚定
有力地走下去，才能以大格局引领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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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公众科学日见闻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
技展落下帷幕，在社会公众开放日里，这一盛会受到市民的热
烈欢迎，昨天又迎来7.5万人次的参观者。据统计，4天展览累
计入场人数超过22万人次。
本届智能科技展的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达241家，共设置

了信创产业、科研与应用、智能制造、智慧城市和交通、国际创
新、智慧生活六大展区和5G应用、智慧消费和智慧交通三个
体验区，精彩纷呈的展示项目让许多观众一饱眼福、大呼过瘾。
家住河西区的李先生几乎参观了每一年的智能科技展。

“今年的展览内容比以往丰富了，看到了一些很新潮的东西。”
他表示，许多在展会中亮相的产品和模式都十分智能化，代表
了未来发展的趋势。 （下转第2版）

智能科技展落幕
4天吸引22万人次

■实事求是，精神一脉相承
■红色基因，守护传承焕新生
■砥砺笃行，求索继往开来

实事求是，从这里走来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湖南篇

湖南，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沃土，孕育了丰厚的先进
文化，涌现出无数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湖南考察调研，重温革命历史，
感悟红色文化，擘画发展蓝图，勉励大家从光辉历史中汲取
实事求是、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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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中国
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举行了以“百年复兴路 科学
正当时”为主题的公众科学日活动。500余名青少年和社会公
众走进研究所，在丰富的科学体验中，探求生物技术奥秘。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肩负着建立我国
工业生物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工业绿色升级的历史使命，
“创建细胞工厂，发展生物经济”一直是其努力方向。公众科
学日活动是该所的品牌科普活动之一，于每年全国科技活
动周期间举行，旨在让公众在丰富的科普体验中探索科学
世界，了解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思维，弘扬科学精神。

此次活动特别设置了“身边的科学家”科普微视频展
播，带领公众走近科学家的生活，弘扬求真务实、奋发图强
的科学家精神。活动特别缅怀袁隆平院士、吴孟超院士两
位国之脊梁，引导青少年爱上科学，树立远大理想，做一个
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成为像袁爷爷一样伟大的人！”
“好好学习，增长知识！”在“科学梦想绘”展板上，写满了
孩子们朴素而又真挚的科学梦想，科学的种子正在他们心
中生根发芽。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本届科学日设置了集“DNA现
形记”“酵母吹气球”“微绘平板菌”“面团小能手”“显微镜观
察”“折纸DNA”“垃圾趣分类”等创意科学实验、科普游戏，
以及《生活中的微生物》趣味科普报告、科普微视频展播、科
技展厅与实验室参观、先进仪器装备互动等多种形式于一
体的科普课堂，让公众一次性品尝多种科普“口味”。

创意科学体验区最受青少年青睐。用盐、洗洁精、酒精
等生活中常见用品，通过简单的操作步骤，就可以把香蕉
DNA粗提取出来；将酵母和葡萄糖混合加水放置瓶中，少

许片刻固定在瓶口的气球就被“吹”起来了；用各种颜色的
微生物菌液在培养皿上作画，可以观察微生物的生长轨迹；
变身面点师傅尝试揉面团，并观察小面团在热水中不断膨胀
上浮，了解背后的科学知识；将平面纸折叠成DNA立体模
型，将各种垃圾精确分类，通过显微镜跟微生物打招呼……
一个个神奇有趣的科学体验，将公众引入了一个“有料”的
生物科普世界。
“我最喜欢做实验啦!”经过四步提取，看到试管中升起白

絮状的香蕉DNA，来自四平东道小学的四年级学生小钟惊讶
地睁大了眼睛。“我第一次来科学日，非常喜欢参加这样的活
动，让我学习到更多有趣的科学知识。”他对记者说。
一位带孩子来参加活动的家长说：“像这样的活动平时很

少，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亲自感受生物技术的神奇，培养他
们探索科学的兴趣。”
什么是微生物，微生物长什么样，跟人们的生活又有什么

关系？活动中，《生活中的微生物》科普报告，从酸奶、啤酒、酱
油、面包、泡菜等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物品讲起，向公众展示了
“微”生物的“大”作用。走进实验室，科研人员向公众介绍演示
了全自动化的高通量筛选装置，其每月的工作量相当于200
人团队一个月的工作量，引发连连赞叹。在科技成果展区，生
物基塑料、香叶醇、人参皂苷、番茄红素等创新成果，向公众展
示了工业生物技术创新给生活带来的新变化。“顶天立地”的
专利墙也成了“科学留影”胜地，不少青少年以此为背景，记录
下了对科学的感悟和希冀。

上图“面团小能手”创意科学实验吸引孩子们在科学体
验中探求生物技术奥秘。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2020—2021年秋冬季
我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津城重污染天数 4天

它已经来了，您如何拥抱？
——记者眼中的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

重磅前沿成果发布

开启建筑全生命期智慧服务新模式

京津冀联手建工业互联网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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