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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风习习
吹绿了村庄
也吹“醒”了
北闸口镇前进村
千亩生态园的美丽荷塘
一幅人与大自然交融的生态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放眼望去，荷塘碧绿，睡莲初绽，
让人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一隅，
一池美景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欣赏。

李国正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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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元素”闪亮会展
津南区多元展示亮相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中的津南展馆 沈欣 摄

绿色生态示范区、会展经济功能片
区、创新发展聚集区建设方兴未艾，津
南大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绿色产业和
科创成果。在新理念、新技术、新产品
融合碰撞的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
智慧建筑博览会上，行业翘楚集中亮
相，其中也不乏津南元素。

本土企业 赋能未来

展会中，S7展馆汇集了建筑节能及
绿色建材领域的佼佼者，津南企业——
港峰门窗的展台上，一个用合金树脂门
窗打造的鱼缸成为焦点，它不仅滴水不
漏还保证了缸内恒温，成为了门窗密闭
性和隔热性的例证，这也是该企业创新
发展的最新成果。

随着建筑行业绿色、智慧的发展趋
势愈加凸显，各相关行业从选材、设计等
全方位、全链条入手，制造低碳节能的环
保产品。港峰门窗通过创新工艺、优选配
套、研发型材，让“k”值——传热系数向先
进水平看齐，产品畅销国内外。铝包木、
合金树脂、系统窗、断桥窗……根据顾客
的个性化需求，目前企业不断向绿色节
能要效益，升级了多款环保新产品。

深耕建筑领域15年的参展者高磊
驻足展台前，一边深入了解产品性能，
一边商谈合作事宜。“今天来参展的目
的就是寻找一款集美观、节能于一体的
门窗，应用到我们即将在北方地区启建
的一个项目中。港峰门窗的产品正是
我们的需求。”

同样是津南本土企业，荣程集团展
台亮相S9展厅。近年来，荣程集团以
打造“未来钢铁梦工厂”，建设与城市和
谐共生的钢铁企业为目标，提出了两低
两高战略，即“低碳高质、低能高智”，探
索实践绿色低碳发展及“碳达峰、碳中
和”的实施路径。
“荣程集团历经市场变革仍保持青

春活力，这和企业与时俱进的发展思路
是息息相关的，为同行企业提供了教科
书式的借鉴方案。近期，我会组织企业
员工参观学习，引用到自身的转型升级
中，赋能新发展。”参展者刘亚男表示。

此外，易华录的大数据存储技术及
应用、中铁十八局的建筑实施综合解决
方案……分布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首展九大展区的数十家津南企业各展
绿色理念，释放发展智慧。

内外兼修 乡村振兴

S9展馆的展览主题为智慧建筑及
“新基建”，围绕新基建不断延伸业务板
块的中国联通，推出了智慧城市、智慧
生活、智慧农业在内的5类产品，成为
馆内的人气展商。

津南区北闸口镇的大芦庄村作为数
字乡村大数据平台的应用场景“登”上展

台，依托该平台，大芦庄村的乡村经济、
政务办公等基层管理项目均搭载上了新
基建的快车道，无论是来自百姓端的农
产品买卖、求职发布，还是来自村干部端
的政策讲解、补贴审核……海量信息均
可在一部手机上实现互通，推进基层治
理智慧化。其中“识图”功能可谓备受欢
迎，对于正在热火朝天地发展大棚经济、
小站稻种植的大芦庄村来说，它犹如一
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农户只需将农
作物相关照片上传至平台，就能快速得
知精准的田间管理方法，这缘于平台整
合了大量农业监测数据，汇聚了多位科
研院所的农林专家，能够快速给出解决
方案，助力农产品绿色种养。

中国联通数字乡村展位相关负责人
李今古介绍，数字乡村大数据平台基于
联通自主研发的沃云，有利于降低成本、
减少人力支出；数据划分非常细致，既包
含了人口、户籍这些基础数据，也包含林
地、耕地等一些详细的资源数据，同时对
事件管理进行了细分；基于5G的实时传
输技术，平台能够提供快速的更新速度，
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实时更新。

对标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平台还
正在完善农作物买卖、就业培训等板块
内容，力求成为乡村管理的新手段。

区别于其他展台，中建方程以在天
津市承接的第一个城市综合开发ppp
项目——葛沽城市综合开发ppp项目
为展示重点。结合沙盘以及宣传片，讲
解员热情洋溢地为参展者描绘了葛沽
镇开发建设总规划。

按照一轴一廊四带八片区多节点
的空间规划布局，项目自2018年启动
建设以来，已完成了100万平方米的绿
化景观、15公里的市政道路，8万平方
米的公建配套……“沽上文化明珠 津
滨智造绿谷”呼之欲出。尤其是位于沿

海河产业集聚发展带与人文魅力主轴
交会点上的市民中心项目，以“古韵”、
“现代”相融合的建筑理念，道尽葛沽古
镇魅力和未来前景。
“葛沽将成为一座沽上江南，徜徉

在葛沽的大街小巷，就宛若置身画中，
邀请八方宾朋到我的家乡，来一场田园
古朴与现代科技的邂逅。”来自葛沽镇
的刘桂杰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津南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
部分，镇、村内外兼修，持续提振特色产
业、深挖历史底蕴，如今越来越多的高
端化、智慧化的实验场景选定津南，契
合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津南非遗 意蕴绵长

展会的壮观、绿色与智慧连日来刷
爆了朋友圈，创新智能建筑成果令人印
象深刻，“津品非遗”特设专栏也备受参
展商和市民们的青睐。在本次“津品非
遗”专栏展中，超过一半的项目来自津
南区，海下韵味十足的非遗文创“登”上
国家级会展为天津非遗走向全国及世
界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中央大厅二
层连廊海河文化餐饮街，首先看到的就
是“津品非遗”特设专栏，田氏榫卯、高
氏空竹、无同竹编、观照轩瓷器、林氏剪
纸、金银错、温派面塑、掐丝珐琅等20
余项津味儿非遗集聚一堂。

于氏掐丝珐琅传承人于刚一边展示
着国礼佳品，一边向参观者介绍：“这次
带来的作品有珐琅挂件和摆件。挂件中
比较有特色的是手掌大小的碳盘，取名
‘海棠花开’，是为天津大学做的文创礼
品。所有的作品都是纯手工，色彩都是
珐琅料。”

国礼《青花瓷》珐琅屏风，全国金奖

榫卯工艺《龙骨水车》，陈氏制瓷文创佳
品《国展书签》《金牛送喜》，麦秸画《牡
丹》……展区中，一件件文创产品及其
背后的故事吸引着观众们驻足流连。

游客们纷纷表示：“非遗专区的小
物件既新颖又稀奇，很多产品富有创
意，彰显古韵。”
“有的色彩艳丽夺目，有的造型别

致优雅，非常好看。”
“很多展品是环保型的作品，对小朋

友来说可以增长见识，也可以买回家把
玩。以前也看过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览，这次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大开眼界”

展会期间，非遗专区的人流毫不逊
色于16座展馆，观众们边走边看，不时
交流询问、不时互动体验，感受着津城
文化、品味着非遗魅力。

双港镇高氏空竹传承人高世相的空
竹花样表演始终带动着现场观展气氛，
大家或拿起相机手机拍照，或竖起拇指
点赞助威。“我最新创作的建党100周年
系列产品，还有单轴、双轴、茶壶、花瓶式
的异形空竹，都赋予了空竹更多的意义，
它们抖起来的难度和技巧也都不一样。
希望通过这次参展，能有更多人了解关
注津南区的非遗文化。”高世相说。

为了更好地让非遗文化“活态传
承”、对接市场，近年来，津南区不断探索
文化部门、镇级政府与文化公司、传媒企
业“牵手”承接保护推广工作，链接高校
智力资源，开展战略合作，加强省市交
流、展演展示。如今，津南区已公布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70项，其中市级以
上非遗10项。传统文化有了资本注入，
在新时代不断迸发出活力与精彩。

借力会展 招贤纳士

为契合活动主题，津南区在展馆内专
门设置了建筑产业人才博览招聘会，现场
气氛十分热烈。

本次招聘会提供了千余个岗位。
在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大
桥工程局等优质企业前，不少群众驻足
咨询，详细了解薪资待遇、工作地点等
情况。零距离、面对面的对接，为招聘
企业提供了招贤纳士的良机。而企业
提供的工程管理、建筑设计、工程造价
等岗位，对建筑人才来讲是一次难得的
择业和发展机会。“这里有很多著名的
建筑业企业，薪资待遇也特别好，我非
常渴望在这里找到一份好工作。”一位
求职者告诉记者。
为使招聘会取得实效，现场采用了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招聘模式，开通抖
音直播推介岗位，并开设津南区人才政
策宣讲专场，启用智能化人才测评系统
和线上面试系统，帮助求职者迅速匹配
到适合的企业和岗位，大大简化了企业
招聘流程。

记者 董莹莹 沈欣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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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于素懿）为切实改善
交通运输行业从业环境，进一步提升交
通运输队伍执法服务水平，日前，津南区
交通运输管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交通
运输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专项行动开始后，区交通运输执法支
队先后三次组织执法人员就《交通运输部
关于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意见》等内
容进行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综合素质。

区运管局组织执法人员集中观看了
反映运输从业人员现状的宣传片《颠簸货

运路》，体会从业人员生活疾苦，并在津南
区超限治理点内设置“司机之家”，为货车
驾驶员提供休息、饮水等便民服务。

区交通运输管理局还通过上门宣
传、在区超限治理点内悬挂宣传横幅、播
放宣传片等形式，向从业人员进行定向
宣传，大大提升了群众的知晓率。

此外，区运管局在津南政务网站等
媒体向社会公开专项整治行动投诉举
报电话，加强社会监督，营造浓厚的工
作氛围。

区运管局开展专项整治

提升交通运输执法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镡丹）近日，“迎庆建
党百年 拥抱会展——天津津南文旅会展
月”在津南吾悦广场精彩启幕。区政协副
主席刘颜明出席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区文旅局相关负责同
志推介“寻源稻乡”、天津市“致敬建党

100周年”津南主题旅游线路、津南深度
游等特色旅游线路，邀请参加首展的游客
乐游津南。活动还组织区内重点景区、酒
店、旅行社、特色农产品项目以及津南区
战略合作伙伴——和平区的旅游企业等
29家单位、项目参与展示展销。

津南文旅会展月精彩启幕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近日，津南区
人民政府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签署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推进能
源电力“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建
设，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副区长胡永
梅出席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内容，津南区人民政府将
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本着“政治统领、

创新引领、合作共赢、优势互补”的原则，
构建天津能源转型发展的新格局。双方
将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
系统，依托荣程分布式光伏发电等项目，
实现新能源发电、多元化储能、新型负荷
大规模友好接入，围绕智能能源服务、
“碳中和”园区、高可靠能源保障等，打造
一批能源互联网绿色经济新业态。

津南区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签署协议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刊登广告或公告致电
2852 0482

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新日电动车
津南项目签约仪式成功举办，小站镇
将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打造电动车智能研发生产基
地。区领导于瑞均、孙晓光出席签约
仪式。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是国内首家电动自行车行业上市公

司。落地小站镇的新日电动车津南
项目总投资 7.6 亿元，致力于超高端
智能锂电车及配套产品的研发与制
造，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优质
项目。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电动
两轮车300万辆，实现工业产值40亿
元，将为津南智能制造、新能源产业
建设增添新亮点。

新日电动车津南项目落地小站镇

打造电动车智能研发生产基地
拥抱会 展 共 赢 津 南

津南在新起点上加速启航

（上接第21版）请在心中留个位置，记住
交警脸颊上的勒痕、通讯保障人员专注的
眼神、安保人员制服上的汗渍……一路走
来，津南收获了舆论的关注，积累了组织
大型展会的经验，更在他们榜样力量的带
动下，振奋了拼搏实干、绿色发展的信心。
展城融合 联动发力汇聚人气动能
22万人次汇聚津南，感受海河南岸强

劲的发展脉搏。这如织的人流仿若活力
清泉，流入了津南大地，活跃了商贸经济，
处处涌现“人气爆棚”之景，会展的联动作
用为津南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动能。

作为会展的主阵地，津南区也承接了
人流的主要疏散接待任务，餐饮住宿商贸
场所迎来了人流高峰。全区主要商业综合
体在进行常规经营的同时，积极策划主题
活动，让八方来客记住“津南印象”。津南
区文旅局携手吾悦广场举办了“迎庆建党
百年 拥抱会展——天津津南文旅会展月”
主题活动，在商场内设立展区，区内重点景
区、酒店、旅行社、特色农产品项目以及津
南区战略合作伙伴——和平区的旅游企业
等29家单位、项目参与其中。与此同时，从
6月24日至26日，连续3天在吾悦广场门
口进行民俗文化展演，舞龙、空竹、秧歌等
独具特色的演出项目，让广大游客感受到
了津南浓厚的民俗文化底蕴。吾悦广场相
关负责人张曦予介绍说：“会展期间，我们
的客流量明显增多，外地客人也比平时多
了许多，餐饮服务十分火爆，加上一些特色
文化活动，让我们的商场比平日更热闹。”
除了吾悦广场，像永旺梦乐城、新华城市广
场、月坛商厦等主要商业综合体也都迎来
了客流高峰，人流较平时明显增多。

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住宿体验，早先
津南已经对全区重点酒店进行了提档升
级，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会展如期而至，
酒店也迎来入住高潮。天津1958国际
酒店位于双港科技产业园区，是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首批指定会员酒店，展会
期间，酒店以精细化、专业化、个性化的
服务理念喜迎八方来客。酒店负责人陆
青林说：“我们也是全员备战，以昂扬的
姿态迎接所有入住人员，让大家有宾至
如归的感受。客流量保持稳中有升，参
会客商对我们的服务也很满意。”据统
计，展会期间，全区重点酒店入住人数约
1.5万人次，较平时增加约68%。

展会期间，除了汇聚津南的人流猛
增，“互联网”中的津南也是圈粉无数。
津南区委网信办联合新浪天津开展了
“V聚津南邂逅会展”主题大V行活动，
文旅、智慧、历史、本地生活领域大V分
角度推介津南，活动在新浪微博中的话
题阅读量达到了上亿次；津南区融媒体
中心主办的“来国展 看津南”大型直播，
3天吸引了万人在线观看，展会瞬间与
津南文化同步呈现，让观众沉浸式看展
逛津南，众多人在线为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首展点赞，为津南发展喝彩。
全民参与 细微之处彰显文明风范
盛大的首展同样引爆了津南市民的

热情，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观展的市民
络绎不绝，大家“组团”打卡，一面领略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的大气恢弘，一面感
受绿色智慧建筑的独特魅力。观展的同
时，不少市民自觉成为文明的践行者和
传播者，入场听指引、垃圾不落地、看展
不喧哗，文明观展成为首展中一道不可
或缺的亮丽风景线。
“这是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首展，

也是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展览，作为津南
人感觉很骄傲也很自豪，在观展的过程
中我们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为的
是展示出东道主的良好素质。”从事建筑
工作的韩洋带着孩子一起来参观，他一
边和孩子欣赏绿色建筑、体验智能科技，
一边叮嘱孩子不乱丢垃圾、不触碰展品，
做到文明观展。4天的展览时间参展人
数和规模空前，但各个展馆秩序井然、干
净整洁，观展市民以实际行动营造了“拥
抱会展 共赢津南”的浓厚氛围。
“虽然观展人数很多，但现场有很多

身穿蓝白相间T恤衫的志愿者指引服
务，他们为展会增添了别样的风采。”首
展期间，活跃在场馆内外的1400余名青
年志愿者，赢得了众多展商和前来观展
市民的由衷称赞。他们中有的是“推广
员”，驻足在各个展位前，尽职地向来宾
介绍展品；有的是“引导员”，分布在各展
区，热情地为来宾指路；有的是“服务
员”，穿梭在论坛的各个角落，协助做好
会议保障服务……他们绽放的笑脸、热
情周到和耐心细致的服务，诠释了“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为首
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仅在场馆内，场馆外也处处彰显
文明风范。詹广元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已经拥有10多年驾龄，首展期间他积极
参与到运输服务中，全力保障客商和市
民出行。“开展之前，特意把车内外进行
了清洁、整理和消毒，就是为了让乘车搭
乘时能够更加舒心和安心。”他说，展会
期间每天都要跑30多单，平均每天待在
车里10多个小时。尽管如此他仍然时
刻提醒自己要规范服务、文明用语，努力
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我们就是外地人
了解津南最直接的窗口，我们服务好了，
才能展示出津南的城市形象！”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让社会
各界的目光聚焦津南，是一次城市建设、
生态环境、人文风貌等全方面的集中展
示。如今首展落下帷幕、硕果累累，津南
崇德向善、文明和谐的城市之风也随之
更加深入人心。相信乘着盛会东风，津
南将站上一个充满机遇与希望的新的发
展高度，以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姿态，
焕发出属于新时代的“津南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