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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新冠
疫苗合作国际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我在全球健康峰会上宣布了中国支

持全球团结抗疫的五项举措，其中包括倡议设立新冠疫苗合作
国际论坛，由疫苗生产研发国家、企业、利益攸关方一道探讨推

进全球疫苗公平合理分配。当前，疫情起伏反复，病毒频繁变异。
我期待本次论坛会议为全球疫苗公平可及迈出新步伐，为发展
中国家团结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人类早日战胜疫情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向
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积极开展合作生产。这

是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应有之义。中国会继续尽己所能，
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疫情。今年全年，中国将努力向全球
提供20亿剂疫苗。中国决定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
美元，用于向发展中国家分配疫苗。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推进疫苗国际合作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吴巧君

位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一期投资24.95亿元、整体
设计产能为每年8.4万结构吨的天津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
项目，9月份就要投产了。项目投产后，将进行平台组块等海
工产品智能制造，利用自动化装备和信息化管理软件推进我
市海工装备转型升级。
该项目业主方中海油旗下的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高

级工程师金海洋8月4日出席了由市工信局与市应急局共同举
办的“5G+安全生产”推动会，他告诉记者：“来到推动会现场，听
了华为公司、中国移动、联通等相关人员的5G应用介绍，开阔了
思路，对我们即将投产的制造基地如何利用5G技术，在安全生
产中引进人脸识别技术、无人机监测技术等，有了非常具体的指
引价值，感谢市里相关部门搭建的这个交流沟通平台。”

“接链”专项行动解决企业痛点

4月28日，来自华为公司、中国移动、联通等公司的5G应
用推广专家们也出席了当天我市举办的“5G+工业互联网”企
业供需对接会。再往前推，自去年5月以来，我市各部门统筹推

进锻长板、补短板，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接链、保需、护企”工
作部署要求，制定了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接链”专项行动计
划，仅5G应用产业供需对接会，一年多来就组织了10多场。
“为全力推动5G发展，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服

务电信企业，累计为企业解决疑难站址、5G基站改造施工等
问题超1万个，免费开放各类公共设施超2000处。通过各项
举措，共为电信企业降低场租、电费年化成本超2亿元。”市工
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市已建成5G基
站超2.9万个，2020年宽带用户下载速率达到45.90Mbit/s，
在全国排名第2位。

来自市工信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市市级层面举办汽
车零部件配套等各类“接链”专项行动10场，区级层面组织对
接活动120场。去年一年，共实施信创、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等产业21场“接链”专项行动，推动签约147项，落实授
信资金138亿元，促成上下游衔接成果123个，各区举办对接
活动445场，对接企业12000余家，有力打通产业链、供应链、
资金链的断点堵点痛点。

2015年由中科院电工所一个技术研发项目团队落户天
津成立的天津中科华盈科技有限公司，就是在去年这样的一
次氢能源产业链撮合对接会上结识了新氢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前者致力于氢燃料电池电压转换器械研发攻关，后者专注
研发生产氢能源汽车发动机，两者在这个平台上相遇，一拍即
合，联手合作。在今年7月，两家企业已经联手为杭州叉车集
团交付了100台氢能源叉车，实现销售收入3670万元，中科
华盈上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0%。新氢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张启东告诉记者，在各方努力下，本身拥有丰富氢
气资源的天津，氢能源产业链条的上下游正在逐步完备，电堆
核心部件膜电极、空压机以及后期的运氢、加氢、热电联供系
统等都已落地天津。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天津新能源汽车
增加值同比增长1.6倍。

锻长板补短板实施“链长制”

市工信局副局长任洪源告诉记者，“接链”专项行动只是
天津全力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稳定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所
做工作的一个方面，为了着力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天津为
每个产业链都建立了“两图两库”，即产业图谱、招商图谱与重
点项目库、重点招商库，并实施“链长制”，按照“一条产业链、
一位市领导、一个工作专班、一套工作方案”模式，由市区两级
分工协同推进。 （下转第2版）

补链强链专项行动 助力制造强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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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斌

今年的7月27日是吕小军37岁生日，这
个年龄对于举重选手来说已属高龄，应该是
早已退役。

4天后的7月31日，在东京奥运会的举
重男子81公斤级赛场，吕小军这名来自天津
的老将续写了“不老传奇”，在打破三项奥运
纪录后，以绝对优势夺得自己的第二枚奥运
金牌，成为奥运会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举重冠
军，并弥补了上届里约奥运会获银牌的缺憾。

吕小军在国际大赛中，以超凡的实力彰
显出“中国力量”，被视为中国和天津的骄傲，
在国外健身圈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国外众
多的健身房都贴有吕小军的海报，他的训练
视频更是海量播放。在东京奥运会的比赛结
束后，连举重裁判也破天荒地向这位中国大
力士索要签名，合影留念。
三次出征奥运，收获两金一银，吕小军有

欢畅，也有遗憾。
2012年伦敦奥运会，首次亮相奥运赛场

的吕小军展现大将风范，以总成绩379公斤
刷新世界纪录和奥运会纪录，斩获男子77公
斤级金牌。

2016年8月11日，里约奥运会举重男子
77公斤级决赛，吕小军最终拿到抓举破世界纪
录的177公斤、挺举202公斤，（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向新冠疫苗合作国际
论坛首次会议发表书面致辞

在家中，智慧系统合理调配电器的能
源使用，垃圾分类收集后从社区直接由管
道运输到处理中心；去上班，不用担心智
能工厂的耗能问题，火电被风电、光伏替
代；穿的是可循环利用材料制成的衣物，
乘坐的是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

这不是科幻想象，而是低碳生活的
未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一场广泛而
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正在到来。
主动求变、敢破敢立，方能抓住通向绿色
未来的关键。
最根本的变革是理念观念上的。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本质上是要摒弃粗放式发
展，用绿色低碳倒逼转型，进一步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其中固然存在挑战，但更提供大
量机遇。譬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上线交易首日，交易额就超过2亿元，显示
了市场规模的巨大、市场潜力的巨大。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在“双碳”这条绿色赛道上笃定前行、
超越自我，一定能开辟出广阔的新蓝海。
这场变革已经发生在生产方式中。我

市以发展智能科技、信创产业为突破口，通
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带动产业转型升
级，为实现“双碳”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变革让绿意勃发，就要在转方式、调结
构、换动能上持续发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为
建立绿色产业体系夯基垒台；致力科技创
新，用技术的更新迭代实现更高效的节能
减排……大到产业链条的构建，小到生产
环节的升级，采用绿色低碳的新思路、新手
段，进行深度融合或颠覆性重塑，才能铸就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
这场变革，同样要体现在生活方式上。实现“双碳”目标不只

与生产者有关，还需要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在思想观念、消费
模式、行为方式等方面作出改变。从夏天空调调高1℃、坚持垃
圾分类、节约用水做起，从多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环保驾车或者
骑自行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做起，将绿色理念融入千家万户、融入
日常生活，在老习惯与新方式的破与立中，将节约能源资源变成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自觉行动，涓滴细流就可以汇成江海，为
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强大助力。
每个人都做变革的参与者，也会成为变革的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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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红婵 跳水女子10米台
陈梦、孙颖莎、王曼昱 乒乓球女子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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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天上午，滨海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组织开展铁路、长途客运工作人员及相关场所人员核酸检测
筛查，铁路塘沽站、高铁滨海站、滨海西站、滨海北站，塘沽客
运站、大港油田客运站、泰达交通枢纽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滨
海新区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重点人群及相关场所人员
集中进行了预防性核酸检测筛查。
一大早，在铁路塘沽站核酸检测点，准备接受核酸检测的

人员都严格遵守防疫要求，规范佩戴口罩，在工作人员的疏导
下有序排队。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塘沽站办公室主
任邵秋伟介绍：“我们连夜部署，对铁路近千名职工进行核酸
检测。”与此同时，塘沽客运站核酸检测筛查也在有序进行。
“塘沽客运站服务人员、后勤保障人员、站内办公人员及周边
商户总共278人，全部进行核酸检测。”滨海新区塘沽客运站
有限公司副经理郝宇伟告诉记者。

在加强客运工作人员内部筛查的基础上，滨海新区还强
化升级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严把交通关口，守住疫情防控“运
输线”：旅客除了接受现场测温，还需出示健康码及接种码，若
无法出示健康码及接种码，应提供疫苗接种证明，以上皆无法
出示的旅客需要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做好登记。

天津站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为有效落实天津站周边人员核酸筛查工作，

8月4日、8月5日，河东区、河北区分别对天津站地区周边人员启动大
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截至昨天22时，河东区、河北区分别完成
天津站周边人员核酸筛查，共计进行了27872人的核酸采样并完成检
测，其中河东区14803人，河北区13069人，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据悉，河东区筛查区域划分为两个片区，分别为天津站前广场片区

和天津站后广场片区。天津站前广场片区共设置1个采样场所、4个采
样点位；天津站后广场片区共设置2个采样场所、15个采样点位，分别
为三十二中（高中部）和第二实验小学。河北区此次核酸筛查采样点位
设在天津市规划展览馆前广场，设置10个登记通道及采样通道。

天津西站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为最大限度保障广大居民

健康安全，8月4日和8月5日，红桥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在西站重点地区周边开展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筛查工作。截至昨天12时，已采集人数
7169人、已检测人数7169人，结果均为阴性。
据了解，红桥区在西站地区、三条石街、邵公庄

街等片区设置了5个检测点，共14个采样点位，4个
医疗单位累计出动67名医务工作者，区卫健委、站
区办、公安、街道、社区等部门积极响应、通力配合，
保证筛查工作顺利完成。

天津南站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昨天，记者从西青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获悉，从8月4日起西青区开展为期两天的天津南站地区相
关从业人员及周边社区居民预防性大规模人群核酸检测筛查
工作。两天累计筛查15545人份。截至昨天19时，所有采样完
成检测，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
此次筛查共设8个核酸检测采样点，设置13个采样通

道，将以南站为中心3公里以内的天津南站站区，社会山东
苑、北苑、南苑，社会山一区、二区，社会山广场，香锦园，瑞欣
家园，瑞欣园，杨伍庄村，正荣府周边建设工地等人员流动性
大的点位纳入筛查范围。

昨日，我市三大火车站及周边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完成。图为河东区围绕天津站地区周边人员核酸检测。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刘泽瑞 摄

我市三大火车站及周边人群核酸检测筛查完成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滨海新区铁路、长途客运一线
全员核酸检测筛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派出工作组督导重点口岸城市排查堵塞漏洞
加强学校、景区、口岸等重点领域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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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圆梦 “订单式培训”就业无缝对接
——红桥区为对口支援地区提供精准就业帮扶

服务群众有速度更有温度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在河北区作专题宣讲报告

汲取精神力量 打造为民交通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为我市

交通运输系统作专题宣讲报告

《天津市全域创建文明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出台

以“全民实践”助力“全域创建”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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