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沈欣）8月 29日，
2021年天津市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十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高端装
备和智能制造领域决赛在津南区海棠
众创大街举办，来自全市的68家企业
参赛，津南区3家企业入围。

本次决赛是由天津市科技局主
办，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津南区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天津市动
力与电气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津南区
科技局、津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天津津城海棠创业服务有限公司

等单位承办。大赛以“科技创新、聚才
融智、圆梦津城”为主题，分为三个赛
场，采用“现场答辩、当场亮分”的评选
方式进行。
“我们带来了升级版的数控五轴

模拟训练机，它可服务于航天、航空、
医疗等领域，提供程序验证服务，驱动
数字化虚拟机床进行直接加工，还可
为院校提供数控人才培养的专业建设
方案。”来自津南区的企业天津博诺智
创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旺发
表示，“通过比赛，我们不仅得到了展
示机会，更深化了与相关部门的融资
对接。”

致力于工作安全防护产品和全自
动智能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马士通安
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精简整合了传
统制鞋工艺，为聚氨酯制鞋企业带来
了全套解决方案，副总经理邢春玲介
绍说：“在津南区的助力与推荐下，企
业将升级转型后的创新项目摆上了更
广阔的平台，我们的全自动二线合一
流水线，只需2至4个人就可以完成传
统工艺十几个人的工作。”

据悉，今年的天津市创新创业大
赛为历年宣传力度最大的一届，面向
全球广撒英雄帖，参赛企业团队也最

多。大赛将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领
域决赛落地津南区，源于津南区拥有
很好的创新创业氛围，以及近年来高
端“智”造领域持续浓厚的产学研基
础。目前，津南区正在依托海河教育
园区打造以海棠众创大街为核心的
创新发展聚集区创新孵化重要载体，
谋划具有津南特色的“产学研用金、
才政介绿云”创新创业生态服务体
系，参赛企业可在这里享受更多资本
对接、市场拓展、生态协同等方面的
扶助。

津南区始终致力于增强智能科
技产业引领力，用好海教园科教研用
结合优势，着力推进大学科技园建设
和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衔接融
合，进一步助力科技成果转化。目前，
全区已累计拥有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566家，“雏鹰”企业281家，“瞪羚”企
业46家，均位于全市“第一梯队”。后
期，津南区将进一步“牵手”各单位各
部门持续做好政策引导、平台搭建等
叠加保障，凝聚融合创新资源与力
量，为优秀人才项目加码，为企业成
长壮大强基助力，对标“一基地三区”
功能定位，加快打造津南区创新发展
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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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发展

借力优势资源 打造国家级试点
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 通讯员 陈

杉)今年以来，津南区围绕“创新发展
聚集区”建设，深挖高校人才、智力优
势，加快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积
极搭建区校、校企合作平台，区域产
业发展与高校教育资源形成了良好
互动互通。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联
合印发通知，公布了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名单，津南区成为首批21个国家产
教融合试点城市之一。国家产教融合
建设试点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改革
试点，有利于促进教育、产业要素集聚
融合、优势互补。津南区以绿色为发
展底色，以创建“双碳”工作先行示范
区为新机遇，紧握教育资源和载体优
势，积极搭建平台、落实帮扶政策，力
促教育与产业联动，创新与绿色相融。

来到凯尔测控技术（天津）有限
公司，研发人员正在进行橡胶试样的
双轴拉伸力学性能检测，而这台试验
仪器就是企业与天津大学机械学院
联合研发的，目前已经成为了公司的
主营产品之一，受到了客户的一致认
可。作为科技型企业，产品研发是关
键，管理理念则是旗帜，为了引领企
业平稳航行，凯尔测控积极向高校、
科研院所“取经”，就法律法务、企业
营销等管理方面达成合作，保证企业
在全方位发展的道路上更稳健。借
力产教融合发展，企业充分利用高校

教育科研等资源优势，实现了与高校
的“良性互动”。
“凯尔测控”与高校的成功对接，

是津南区深化产教融合、增进校企合
作的一个缩影。为支持高校科研成果
落地转化、企业创新研发，津南区不断
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2019年至2020
年共扶持产学研合作项目10项，扶持
资金100万元，其中企业与南开大学、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职业技
术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合作项目6项；发
放127家2020年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
项目扶持资金1070余万元。

除了科研项目的互动，职业教育
的人才优势也在产教融合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肯拓（天津）工业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新兴智能控制
产品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性企业，其多款产品被投放到各
高校的实训中心。同时，企业也主动
对接高校职业技能人才，让这些“能工
巧匠”在企业一展才干，目前公司70%
多的员工都是来自高职院校。像“肯
拓”一样主动吸纳海教园职业技能人
才的企业，在津南还有很多，然而，互
通不是单向的，许多企业的工程师、技
术人员也会走进高校实训中心开展培
训指导，为职业院校的学生传授更多
实操经验，真正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在津南，还有一批创新创业载体
成为了产教融合最有力的支撑，南开

大学津南研究院、天津大学津南创新
研究院里，高校众多科技成果在这里
实现了转化和应用；海棠众创大街、阿
里云创新中心津南基地，让有梦想的
创新创业者尽展风采。除了保障现有
平台载体顺利运行，津南区还积极探
索建设大学科技园，依托天津大学、南

开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高
校在人工智能、生命医药和新材料等
领域的优势学科，赋能津南区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创新发展
聚集区“样板工程”，为“国家产教融合
试点”建设加码助力。

本报讯（记者 张鸾）近日，天津
泰达滨海清洁能源集团津南运营中
心在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开展燃气
管道泄露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海尔洗衣机互联工
厂内第三方施工引起燃气管网泄
漏，作业区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并组
织抢险人员赶赴事故区域。在对泄
漏中心区域进行扫射检测后，抢险
人员立即对事发区域进行警戒封
锁，实施关闭阀门、通风等作业，对
需要更换的管线进行清理，对泄漏
点进行修复，待焊口冷却后试压。
经过半个小时的应急处置和抢修
工作，险情排除，应急演练顺利
完成。

运营中心负责人介绍说，“海尔”
是辖区内的重点客户，此次演练提升
了企业与燃气公司之间的联动能力，
形成一个固定的应急响应模式，进一
步完善了应急响应机制。这次演练
也是向客户服务、向安全服务的重要
一环。

燃气公司与企业联动

模拟实战演练
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于素懿 通讯员 王
芳圆）如今，作为低碳生活新选择，新能
源汽车逐渐成为居民们选购热点，但随
之而来是居民日益增长的充电桩安装需
求。针对居民充电桩安装难的问题，今
年以来，双桥河镇深入开展调研走访，
结合实际，在全镇多社区内建立了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为居民爱车“安了家”。

停车、插电、扫码、付钱，家住双桥
河镇友和园的居民蒋露在自家小区的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顺利为爱车完成
了充电。在充电站建成以前，他每天
晚上十一点半下班后，需要到附近的

快充站充电，一个多小时才能完成，再
把车开回家，非常耗时耗力。如今，在
家门口就能充电，车可以直接停放在
充电桩，第二天就是满格能量。

目前，双桥河镇已在聚和园、友和
园、福和园三个社区共新建了6个充电
站，并配备了90台充电设备，可以满足
居民每周500至600车次的充电需求。

据介绍，新能源充电桩的电价实行
大工业用电，根据车辆类型不同，一般情
况下，居民一次大约需要30度电，电价每
度0.81元，充一次电大约需要24元钱，可
以保证居民正常行驶200公里。

双桥河镇新建6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90台设备为居民爱车“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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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 聚才融智 圆梦津城

68家企业瞄准“智造”逐鹿津南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今年的
8月23日至29日是全国第31个节
能宣传周，为响应“节能降碳、绿色
发展”的活动主题，津南区开展了
公共机构节能系列宣传活动，大力
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不断
增强人们的节能意识、环境意识。
活动以循环播放节能宣传片、

低碳宣传片，发放环保购物袋、主题

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机关干部
普及了吃、穿、住、行、用等方面的节
能低碳知识。同时，还设置了宣传
展板，向大家展示公共机构绿色低
碳发展、节约机关创建、生活垃圾分
类、绿色能源替代行动等工作成果，
呼吁大家从我做起、从点滴做起，形
成绿色生活方式，自觉成为环境保
护的实践者、宣传者、推动者。

津南举办全国节能宣传周主题活动

工作人员发放节水宣传材料 刘静男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 通讯员 崔
智强）津南区八里台镇南义村是我市有
名的葡萄之乡。初秋时节，南义村260
余亩葡萄喜获丰收，成熟上市。

走进南义村葡萄园，果香四溢，
粒粒饱满的紫色葡萄垂挂在藤蔓上，
令人垂涎欲滴，农户们趁着晴好天
气，正忙着采摘葡萄，果园里一派繁

忙景象。南义村党总支副书记赵若
萌介绍，今年南义村种植了260亩葡
萄，产量每亩3000斤左右，得益于前
期雨水充沛，且雨量比较均匀，南义
村今年产出的葡萄珠大饱满，入口有
淡淡的玫瑰清甜，农民们都说今年是
个丰收年。

除了运到周边地区销售，葡萄园
还通过开园迎接游客体验采摘的方
式，确保葡萄抢“鲜”上市。“我们每年
都带着家人来南义葡萄园看看，今年
的葡萄比往年都大，口感也比往年要
甜，水分也非常足，带小朋友和老人
来这里尝尝鲜，自己采摘的葡萄，味
道就更甜了。”正在体验采摘的张女
士说。
南义村产出的葡萄颗粒饱满、水分

充足、味道香甜，深受消费者青睐，八
里台镇南义村还将在打造葡萄经济、
葡萄品牌、葡萄文化以及助力农民增
收等方面积极探索，“牵手”多类社会
资源，广开销售渠道，做强葡萄品牌，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60亩果园盛果丰收喜迎客

南义葡萄抢“鲜”上市

本报讯（记者 张鸾）日前，津南
区与河东区联合举办智荟河东·动力
与电气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产业协同对
接会，天津大学等联盟院校专家学者、
部分联盟领军企业和动力与电气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有关负责人参加。

与会人员参观了天津电气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快仓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及中国广核集团新能源
培训基地，详细了解了公司核心产
品和应用场景。会上，津南区人才
办和河东区产业发展促进局、金贸
产业园区管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分别
介绍了联盟运行等情况。天津大
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天津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天津市劳动保
障技师学院的相关专家学者分别围
绕动力与电气产业前沿技术、人才
培养和校企合作与来自动力与电气
产业链上下游的20余家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深入交流。

天津市动力与电气人才创新创
业联盟成立以来，积极推动高校院
所、企业、地区合作共赢，成效不断凸
显。此次对接会将借助联盟协同、联
动、共享、共赢作用，为企业搭建沟通
交流平台实现项目合作、技术创新、
成果转化、应用推广，为推动形成上
下游企业协同发展、互为场景的良好
态势展现联盟作为，贡献津南力量。

动力与电气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平台优势凸显

津南河东联合开展产业协同对接

职业院校学生在“肯拓”实习 刘文姝 摄

参赛企业作赛前准备 沈欣 摄

南义葡萄种植户喜迎丰收 李国正 摄

如何节水节电？怎样做到垃
圾分类……我们将这些绿色生活
做法提炼出十大绿色生活方式。

吃——

1.据食量定饭菜数量
无论在家还是去饭店，要根

据食量和用餐人数确定饭菜数

量，不讲排场，不攀比浪费，不暴

饮暴食，珍爱粮食，尊重劳动，做

“光盘行动”的践行者。

2.减少煎炒烹炸菜肴
食用油在加热时产生致癌物，

并造成油烟污染居室环境。减少

煎炒烹炸的菜肴，多煮食蔬菜。不

要把饭锅和水壶装得太满，否则

煮沸后溢出汤水，既浪费能源，又

容易扑灭灶火，引发燃气泄漏。

穿——

3.循环利用废旧衣物
减少添置不必要的衣物，废

旧的衣物争取循环利用，可以把

旧的羊毛衫裁成方形，当成坐垫

填充物；把旧毛衣毛裤拆后的毛

线织成小毛毯等。

4.减少丢弃服装次数
到裁缝店将旧衣翻新，减少

购买和丢弃服装的次数。

住——

5.环保材料装修房子

多用节能设备或绿色能源，

用节能环保材料装修还能保持

室温节约能源。

6.尽量人工清洁居室
清洁居室时多用扫帚，无法

有效清理的地方才使用吸尘器。

行——

7.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少用私家车，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工具出行，或采取步行等出行方式。

8.选购节能环保汽车
尽量选购小排量汽车或电动汽

车，减少尾气排放，减少空气污染。

用——

9.废物利用须当先
废报纸可以擦玻璃，不留水

渍；废弃盒子稍加裁剪可制作成

储物盒；把用过的塑料油桶洗净

装上米、拧紧盖，不生虫；喝剩下

的茶叶晒干，做成一个茶枕。

10.购物使用环保袋
购物使用环保袋、纸张双面

打印、不使用一次性餐具、尽量购

买包装简单的产品等，减少资源

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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