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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同德，顽强奋斗，
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胜利！

打好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主动战

本报讯（记者高鑫 李泽锟 刘鋆
鋆 孙天枢 赵轩 郝成 张莹 实习生
寇文韬）近日，天津迎来了入汛以来最
强降雨，东丽区普降大雨，局部大暴
雨。此轮强降雨具有影响范围广、累
计雨量大、极端性明显、多强对流和大
风天气、致灾风险高等特点。为应对
极端恶劣天气，东丽区各单位各部门
迅速反应、妥善应对，及时抢排积水，
疏导交通，尽可能减少降雨对居民生
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确保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积极应对排除积水
强降雨发生后，区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启动防洪IV级应急响应，迅速
与属地街道、城管、水务、公安等相关职
能部门联系，重点对23处易积水点位
和26处下穿地道加强应急力量，加紧
排水、道路巡查和交通管制等工作；指
挥调度中心通过实时视频巡查，及时发
现道路安全隐患，调度警力迅速到场应
对突发情况。

7月12日早8时，跃进路地道口积

水已经全部排除，车辆也可以正常通
行。张贵庄街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员
华东来说：“我们从凌晨1点就开始就
位了，一直坚守到早晨。今天早上6点
到7点的时候雨下得挺大的，开泵后积
水开始排除，车辆可以正常通行。”

为及时排除积水，区城管委加快了
污水过滤速度，防止堵塞，对东丽医院、
民和巷附近等极易积水的地方，先后调
度3台吸污车进行了快速抽水。

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下
一步，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将总结
此次应对强降雨的经验教训，压实各方
的防汛责任，全力备战，确保今年全区
安全度汛。”

东丽区气象台工程师李明聪说：
“12日凌晨开始我区出现大雨天气，部
分街道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金
桥街道是62.8毫米，最大小时降雨量也
出现在金桥街道是37.8毫米。”

在万新街道临月里小区门前，工作
人员开启泵站排除积水。临月里小区
地势低洼，过去都是采用水泵抽水的

方式进行排水。今年，万新街道积极
与市政管网、排水等单位联系沟通，对
这一地区进行了雨水排泄改造工程，
大大提升了排水速度，让居民雨后出
行更加便利。

在华明街道胡张庄村，工作人员
正在清理淤泥、疏浚沟渠。胡张庄村
组织人员加强了田间地头巡防，同时
确保泵站设备正常使用，经过 4个多
小时的工作，积水全部排干。胡张庄
村相关负责人说：“为了我们村 2000
亩地的葡萄不受灾，我们连夜进行排
水，保证葡萄丰收。”

送菜上门照顾老人
强降雨给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

不便，特别是高龄老人出门买菜、办事
都有安全隐患。东丽湖街道揽城苑社
区张爷爷和戴奶奶由于腿脚都不好，下
不了楼，社区工作人员提前给老人打去
电话询问需求，等雨势稍停工作人员便
将老人需要的新鲜蔬菜送到家中。

丰年村街道丰年里社区在组织工
作人员排水的同时，网格员主动上门到

独居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询问老人
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蔡奶奶，这两天下雨您就别出去

了，需要什么东西您告诉我我帮您
买。”今年 86岁的蔡广芝年前摔伤后
一直在家休养，行动不便，这场大雨更
是让她为买菜犯了难。在了解到老人
的需求后，网格员把老人需要的蔬菜送
上了门。

爱心大爷接送行人
大雨刚刚过去，张贵庄街道华亭里

社区门前的两台抽水泵虽然在不停地
工作，但出入小区的地方还存在积水，
居民无法正常通行。张福运和妻子外
出购物，出门才发现积水没过脚面，又
没穿雨鞋，正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陈
志强大爷热情地招呼他们上车载他们
过去。

陈志强大爷的“爱心轮渡”从早上
7点开始工作，两个小时就已经进出小
区几十次了。为了居民出行方便，陈志
强大爷把三轮车推出来接送大雨过后
需要出行的居民。

有关部门提醒广大居民，遇较大降
雨时无必要不出门，出门时应尽量绕行
易积水点位，切勿盲目强行通过积水路
段，以免出现险情。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日前，中国民
航大学科技园开园暨天津市航空航天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人才—产业对接会在东
丽临空经济区举行。中国民航大学科技
园正式揭牌开园，校地联合打造创新创
业新引擎。

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在今年我市正
式推出的大学科技园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中应运而生，并被列为重点建设园区。东
丽区政府与中国民航大学签订科技园十
年共建协议，确立聚创新、强转化、孵优
企、兴产业和建成国家大学科技园的目标
定位。目前，园区已接纳新入园企业8家，
累计在孵企业37家，另有待审批入园项
目企业23项，形成了“科技创新重转化”的
良好势头。

天津市政府出台了《天津市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航空航天是第
一批确定的十一条产业链中比较有特色
的产业链之一，希望通过产业链打造、人
才引育助推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中国民
航大学和东丽区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校
地之间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东丽区与民
航大学将以开园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全方
位合作，共同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市场化
机制，优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促进区域
产业创新与转型升级，为我市巩固提升航
空航天产业优势、增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核心竞争力发挥积极作用。

未来，园区将按照“依据产业需求建
大学科技园”的思路，在原有架构基础
上，重点开展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技术转移机构的建设。园区正在
与校内重点实验室、服务管理部门签署
资源共享协议，打造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格
局。不断建立和发展与北航、浙大、天
大、河工大等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合作，聚
焦民机安全性与适航、空域运行与安全、
四型机场与智能装备、通用航空与无人
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五个重点领域，凝
聚科技成果和创新资源，强力推进科技

成果转化，深度孵化优质科创企业，培
育出创新创业高素质优秀人才，为东
丽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赋能。
“十四五”时期，东丽区将立足“科

创绿谷·临空新城”的发展定位，高标准
建好用好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促进资本、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合理
流动；着力营造最优创新创业生态，坚
决破除束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思想
壁垒和体制障碍，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通道；全力当好“服务员”“勤务兵”，
实行科技园诉求“接诉即办”，把“人人
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落到实处，竭力
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难题，把民
航大学科技园建设成为创新创业的“加
速器”“新引擎”，打造成为天津科技成
果策源、转化的靓丽名片。

对接会上，颁发了中国民航大学科
技园特聘专家证书、天津市航空航天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特聘专家证书。

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与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科技园、中关村e谷、中航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天津航大翼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等签署合作协议。

东丽临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阿
里云天津分公司、江苏欧巡科技有限公
司、上海远熙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龙湖
冠寓商业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中国民航大学与中航通用飞机有
限责任公司、西部机场集团、浪潮集团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东丽区人民政府与中国航发燃气
轮机有限公司、新奥能源动力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中国民航大学、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共同签署“双碳”技术与装备
创新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民航科技发展相关企事业单位负
责人、天津市航空航天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成员代表及近百位专家学者参会。

中国民航大学科技园开园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打造创新创业新引擎

本报讯（记者李泽锟 实习生寇文
韬）7月9日，天津海河国际消费季东丽
惠购节暨万达广场开业仪式举行。东丽
万达广场盛大开业，满足居民高品质消
费需求，成为东丽区消费新热点。

万达广场开业是海河国际消费季东
丽惠购节的最大亮点。东丽万达作为一
站式、全客层、现代化的新商业综合体，
凭借其强大的品牌实力、商业资源以及
便捷、舒适、时尚的经营理念，不断满足
广大东丽居民对新生活方式的高品质需
求，成为东丽区的消费新热点。

上午9时，东丽万达广场正式开门迎
客。东丽万达广场总建筑面积14万平方
米，是万达商业继河东万达、滨海万达、
武清福源万达、大港万达后在津倾力打
造的第五座城市综合体。万达广场将结
合自身品牌优势，引进16家主力店，万达
影院、万家CITY、大玩家、国美电器、童
梦园、海底捞、星巴克、必胜客等248家知
名品牌云集在此，其中60%首进东丽。

华为智能生活体验馆店长李玉林
说：“这个地区交通便利，周边居民区多，

消费潜力大，未来发展前景特别好。”
六福珠宝金饰部经理李鑫说：“商

场开业后客流量特别大，人气旺，店里
十分繁忙。”

万家CITY作为华润万家旗下新
品牌，也进驻了东丽万达广场，作为华
北地区的第一家门店正式开门营业。
店内推出了许多时下流行的网红商品
和品质好物，以顾客需求为中心，提供
“商品+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优质购
物体验，满足年轻人个性化、快捷的购
物需求。

开业当天，东丽万达广场还推出
多项优惠活动，餐饮五折、黄金克减至
高100元、五菱宏光MINI EV免费抽
等，狂撒千万好礼。

区商务局负责人说：“东丽万达是
标志性项目，也是我们在‘十四五’期
间推进东丽四大商圈建设中的形象商
圈的重点项目。下一步，我们会组织
东丽区商贸企业在线上线下开展优惠
购物活动，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打造消
费热点。”

东丽万达广场盛大开业

满足高品质需求
打造消费新热点

东丽万达广场开业 张莹 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东丽区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十一届区委确定的科技
强区、都市新区、文明城区的目标接续奋
斗，转观念、调思路、明方向，作出了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深入实施创新
强区战略、科教兴区战略、人才强区战
略，完善创新体系，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下好创新发展“先手棋”，东丽区科
技创新活力效益持续增强。在市人才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下，滨海新区、东丽
区、天津市科学技术局与南开大学联合
近200家天津市生物医药企业共同发起
成立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联盟的成立，给坐落在东丽经济技
术开发区的天津国科医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随着质谱技术在生命组学、
精准医疗及临床医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质谱应用于医学检验的热度不
断走高。而在临床诊断中用于维生素检
测、药物代谢物检测和新生儿筛查等方
面的常用的质谱仪器国内却一直未能生
产，国内市场大部分由国外产品垄断。

作为一家专业从事医疗器械工程技

术研究与服务、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孵
化的新型研发机构，天津国科医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在较短时间内研发出国内
首台三重四极杆质谱仪，并于今年3月
获得国家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将其推
向市场。

天津国科医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助
理研究员贾明正说：“这台质谱仪的成功
研发得益于生物医药联盟的大力支持，

天津大学提供了很多人才，政府给我们
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联盟内的企业、
投资机构给我们提供了产业化的支撑。”

这家新型的研发机构在生物医药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的大力支持下，把人才
链、产业链、项目链、技术链、资本链“五
链”融合，使人才创新创业有政策助力、
有平台支撑、有资本支持、有服务保障。

贾明正说：“希望能借助联盟把这台

仪器真正推向市场，让医院都能用到咱
们自己国产的质谱仪。希望联盟提供更
多的人才支持，让我们能研发出更高端
的质谱仪。”

产业链是产业的核心抓手，随着天
津市航空航天创新创业人才联盟、生物
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落户东丽区，目
前，共引进各类人才3万余人，东丽区正
成为创新创业人才安家兴业的发展高
地。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的覃素姿，就
是随着天津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的成立，选择在东丽区工作并安家落
户的，目前她正在企业进行临床质谱用
的试剂盒研发和应用工作。天津国科
医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覃素
姿说：“这边有医疗器械产业园，东丽区
给了很大的支持，我很看好未来的发展
前景。”

种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联
盟正成为东丽实现“科创绿谷·临空新
城”发展定位的重要助力。接下来，东丽
区将继续把深化人才联盟建设作为全区
重点任务高位推进，建立健全政策支撑、
资金支持平台，提供一流服务、创造最优
环境，有效激发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
创新活力，促进资本、人才、信息等创新
要素合理流动，着力打造国内一流创新
创业、产才融合高地。

东丽区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创业为绿色高质量发展添能蓄势
■记者 单福春 高鑫

东丽区着力打造国内一流创新创业、产才融合高地

全力应对强降雨 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贵庄街道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排水 张莹 摄

区城管委及时排除积水 翟鑫彬 摄

大雨后网格员为老人上门送菜 张莹 摄

“爱心轮渡”接送居民 张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