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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色文化上半年高新区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稳中向好

中国信创谷、特色细胞谷建设有序推进

本报讯（记者 王睿）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中新天津生态城全速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实现新建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
快竣工、谋划项目快落地、投产项目早见
效。按照建设计划，今年生态城共安排
568个项目，涉及基础设施、产业、民生、住
宅四大类，截至目前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
的52%，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在生态城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一期

厂房基本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配套综合楼
及二期厂房图纸的设计审核及招投标正陆
续开展。在确保项目建设进度的同时，园
区招商也同步推进，重点聚焦高端医疗器
械、生物药研发等方向，依托“以商招商”

“资本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模式，主动收
集相关企业信息，协调重大招商项目落户、
政策申请、行政审批、租售方案等事项，为
项目落地提供高效服务。据了解，园区意
向入驻企业已有10余家。

在生态城全年安排的建设项目中，基
础设施类项目共375个，占比超六成。作
为生态城合作区由南向北开发的下一个
“主战场”，目前，北岛片区道路工程建设项
目已开始面层施工，计划于年底完工的北
部区域综合管廊建设也在稳步推进，管道
主体施工完成3.7公里。

此外，加快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的建
设是提高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

要抓手，也是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的具体体现。天津
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是生态城今年重点
民生项目之一，该项目总建筑面积63000平
方米，定位为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三
级甲等非营利性公立医院，将由市中心妇产
科医院实行全托管运营管理。目前，该项目
主体框架施工基本完成，计划于明年9月全
部完工。项目投用后将完善区域社会事业配
套，提升生态城及周边区域的妇儿专科诊疗
水平。在教育方面，生态城推动碧桂园小学、
滨旅北部十二年制学校等项目建设，同时筹
备动漫园小学幼儿园、北岛第一学校等项目
的前期方案。

本报讯（记者张璐）记者从高新区日前
召开的2021年中期工作推动会上获悉，今
年以来，高新区经济运行各项指标稳中向
好，今年1—6月，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288.61亿元，同比增长11.1%。其中，“中国
信创谷”“特色细胞谷”建设有序推进。

今年上半年，高新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405.34亿元，增长36.4%；规上营利性服
务活动收入533.74亿元，增长4.5%；限上
商品销售总额1786.36亿元，增长32.1%；
固定资产投资68.17亿元，增长13.5%；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29.38亿元，增长6.4%；
实际利用内资增长32.57%，实际利用外
资增长14.6%；新增市场主体11314户，
同比增长31.48%。
“中国信创谷”集聚效应明显，产业链条不

断完善。上半年高新区在基础硬件、软件系
统、信创+服务、信息安全等子链条共引进落户
重点项目23项，打造中国信创示范样板。麒
麟先进操作系统创新中心挂牌成立，信创领域
市级以上研发平台达43家，其中国家级5家。
“特色细胞谷”建设取得新突破，目前

已经集聚细胞产业相关企业超过30家，形
成了细胞提取制备、细胞存储、质控检验、
研发生产、应用转化、冷链物流全产业链。
上半年，中国医学科学院“成果转化及产业
集群”板块签约落户高新区；合源生物完成
C轮融资，并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启动
“细胞生态”海河实验室，中国医学科学院
细胞谷细胞产业转化基地、中国（天津）自
由贸易区联动创新示范基地，天津市细胞
技术创新中心、天津市细胞技术（工程）创
新中心、天津市细胞药品监管科学研究中
心的“一实验室两基地三中心”建设。通过
发行专项债在渤龙湖科技园启动生物医药
产业承接载体建设，预计可吸引30余家企
业落地，实现年产值50亿元以上。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日前，记者来到位
于天津港保税区的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
心核心研发基地项目建设现场。站在B2楼
4层的一侧可以看到，室外进行外檐施工的
工人们正在吊篮中忙碌着，室内20多名工人
则分布在不同位置，忙着进行砌筑施工、
ALC条板安装、管线施工……炎热的天气
下，呈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幅大干快上、挥汗

如雨的景象。
国家合成生物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77064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12600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51063 平方
米。项目分为A、B、C、D共4个区域，其中
A 区为研发实验区、B区为综合管理区、C
区为创新孵化区、D区为配套服务区。

中建八局国家合成生物项目副经理孟宪

杰介绍，目前主体结构施工已经进入尾声，穿插进
行的装饰装修、外檐封闭等施工内容已全面展开，
预计三季度项目主体结构完成，实现全面封顶。

国家合成生物项目是科技部推动建设的
第三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成后将形成具
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技术集群、产业集群，推
动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提升我国合成生物
学原始创新能力。

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核心研发基地主体施工进入尾声

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生态城完成年度计划投资52%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7月28日18
时至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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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8日18时至7月29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72例（中国籍
244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波兰籍3例、
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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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籍1例、西班牙籍1
例），治愈出院254例，在院18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4例、
重型1例）。

7月28日18时至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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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例（境外输入272例），
尚在医学观察1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26例、转
为确诊病例32例。

截至7月2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4242人，尚有41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7月28日18时至7月29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等地持续遭遇强降
雨，河南省各地奥迪、大众车主受损车辆较
多，修复周期长，仅依靠当地维修资源难以完
成抢修任务。

昨天，记者从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了
解到，得到这一信息后，该公司迅速组成一支
以党员、团员为骨干的16人青年突击队，仅
用23小时完成了前期准备工作并到达郑
州。目前，这支青年突击队已投入到受损车
辆的抢修任务中。

本报记者万红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 通讯员 焦轩）近
日，“天津交警”官方新媒体发布了一段“交
警抱着患病儿童冲进急诊室”的短视频后，
仅2天内全网播放量就超2100万次，点赞
量超85万次。视频中，交通辅警的步伐被
网友评论为“有力而霸气”，让人们感受到
了“天津温度”。

7月23日11时左右，交警河西支队下
瓦房大队桃园警区辅警张君正在儿童医院
马场道出口处执勤，突然听到有人向他呼
救。原来，一市民本打算抱着2岁的儿子
到儿童医院就医，没想到刚走到儿童医院
马场道出口附近时孩子突然发生抽搐，男

子抱着孩子站在道路中央隔离护栏处大声呼
救。周边车来车往，情况紧急，张君想都没想
就冲了过去，隔着护栏，从男子手中稳稳地一
把接过了孩子。张君争分夺秒，紧紧怀抱着
孩子一路向儿童医院急诊室狂奔，不到3分
钟就到达急诊室。张君将孩子小心地安顿在
病床上之后，孩子的家长也匆匆赶到。看着
医务人员对孩子开始救治后，张君才放心离
开回岗执勤。
“有力而霸气的步伐！”
“人民警察人民爱，人民警察爱人民！”
“天津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
“致敬天津交警！感恩有你们的默默

付出！”……
张君怀抱患儿奔跑就医的短视频瞬间被

网友广泛转发，24小时内，网友在视频平台
的点赞超过10万；2天内全网播放总量超
2100万次，点赞总量超85万次。
“当时很紧张，我们是从沧州来天津的，

太着急了也没谢谢您！”2天后，患儿的家长
在电话中对辅警张君连声致谢。了解到孩
子已出院回家，张君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抱
到手中时，我发现孩子已经有些不省人事
了，家长那么着急，我来不及想其他的，一心
就想赶紧把孩子送进医院抢救，这是我们应
该做的！”

抱起患儿3分钟狂奔进急诊室
天津交通辅警2天被网友点赞超85万次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

青年突击队郑州抢修受损车辆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实习生 张宝禧）7月29日，市政府新
闻办公室召开蓟州区“建党百年向群众汇报”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蓟州区委副书记秦川介绍了该区深入挖掘、开发利用红色教
育资源，在红色历史研究、红色基因传承和红色文化传播等方面
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成果。

精心谋篇布局，强化规范管理。蓟州区共有国家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1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5处、区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31处，形成了遍布全区、史实突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网络。区委制定《蓟州2021—2025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五年发
展规划》，统筹规划了“龙头引领、一轴两翼、多点支撑”红色教
育资源保护利用发展布局。先后印发《蓟州区关于进一步加强
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办法》《蓟州区红色教育规范管理实施方
案》《蓟州区红色教育基地评价标准》等规范性文件，强化红色
资源保护、管理和利用的各项措施，规范了红色教育培训和管
理工作。

深挖红色资源，强化立根铸魂。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深入挖
掘、开发利用红色教育资源，对17名抗战老兵和6位遗孀、106
名参加解放战争老兵，进行抢救性录音录像和整理口述史资料，
深入挖掘整理补充革命史资料。将传统艺术与红色故事相结
合，编排推出《莲花峰七勇士》红色皮影戏、抗日题材现代评剧
《盘山往事》。精心设计编排访谈式教学《一封未送出的鸡毛
信》。目前正在打造“现场+课堂”的《燕山作证，初心永恒》情景
党课，将于今年“十一”前正式推出。

奏响时代旋律，强化“红色领航”。将“一分利”文具店等
164个红色资源纳入《天津市蓟州区红色资源名录》，并确认盘
山烈士陵园等37个红色教育基地。以丰富的革命历史红色资
源为主轴，结合生态文明绿色资源、乡村振兴金色资源，贯穿深
厚历史文化资源，整合全区红色旅游资源，14条红色旅游线路
和5条红色主题精品线路，其中“生态蓟州田园如诗”线路入选
全国“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另外四条线路——“初
心之路”、“英雄之路”、“奋斗之路”、“使命之路”贯穿该区景区和
旅游村庄，精彩纷呈，各具特色。精心设计了红色教育培训课程
包，统一制作了红色教育宣传册等9种培训用品，全面规范抓好
红色教育宣传推广等工作。到目前，已有30多家单位在蓟州区
开展红色教育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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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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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0件。其中：滨海新区
2342件、和平区384件、河东区772件、河西
区759件、南开区884件、河北区605件、红桥
区319件、东丽区671件、西青区806件、津南
区858件、北辰区944件、武清区793件、宝坻
区873件、宁河区590件、静海区894件、蓟州
区653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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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近日从市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获悉，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数据安
全管理工作，实现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将
《天津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暂行）》（津网信
办通〔2019〕4号）的有效期延长至2023年7
月31日。

《天津市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暂行）》有效期将延长至2023年

新闻发布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