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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水系循环 涵养河湖生态
再生水利用及水生态综合修复工程开工

绿屏·八里湾水系连通，形成良好水生态 佚名 摄

“凌云汽车”勇攀转型升级高峰

在“智造”中深耕绿色发展
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发展目标，既面临着节能
减排的巨大挑战，也蕴藏着转型升级
的重大机遇。坐落于津南区小站镇的
天津凌云高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抢抓
“双碳”机遇，积极探索绿色发展模式，
以“机器换人”智能化推动企业向生产
洁净化、能源低碳化方向加速转型。
如今，企业不仅成为区内制造业绿色
环保的“先行者”，更以实力入选工信
部第五批绿色制造名单，成为国家级
“绿色工厂”。

天津凌云高新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致力于汽车零部件加工生

产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走进企
业生产车间，一只只机械手臂不停挥
舞、焊花飞溅，可以明显感受到智能
化生产线带来的科技感。记者看到，
每个工区只有两三位工作人员站在
黄线附近进行操作和调试，更多地
“一线作业”直接交给了机器。依托
于全自动焊接机器人系统，目前公司
年加工生产汽车零部件达到了1000
万件。
“秉承着精品交给顾客、绿色献给

社会、安康留给你我的经营理念，近年
来公司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和节能减
排。”总经理刘卫兵介绍，“公司投入

2360万元，陆续引进全自动焊接机器
人30台，集成自动焊接生产线和焊接
工作站5台套，生产线实现标准化、柔
性化，产品焊接质量稳定可靠，在提高
生产效率的同时，产品质量水平较传
统手工焊接提高75%以上，用工人数
减少3%以上。”

除了加快推动制造变“智造”，凌
云汽车还加大对节能环保项目的技术
更新与改造，一方面将车间照明灯全

部更换为LED绿色照明灯具，年节电
约8.11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80多
吨；另一方面淘汰更换高耗能电机，年
节电2.29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28
吨。同时，通过采用车间顶部采光带、
路灯光伏板照明、工业吊顶式大风扇、
电动叉车和无纸化办公等一系列绿色
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打造“绿色工
厂”提供了保障。

刘卫兵表示：“在‘十四五’期间，
公司将持续做好能源管理体系方面工
作，持续有效运行能源管理ISO50001
质量管理体系。同时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持续发力，大幅提高新能源产品的
占比，预计到‘十四五’末期，至少达到
40%以上的营收占比。”

记者 刘静男 通讯员 刘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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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为提
升全区地表水环境质量，修复水
域生态环境，日前，津南区再生水
利用及水生态综合修复工程全面
开工建设。该项目以“运用大自
然强大自净能力”为理念，通过构
建人工湿地及修复水生态环境，
增加生物密度与净化强度，实现
河湖生态自净能力和再生水水质
“双提升”。

再生水利用及水生态综合修
复工程是中央环保资金支持的项
目，总投资约3.32亿元，共分为三个
标段，分布在八里湾片区、葛沽镇
九道沟片区以及马厂减河支流。

多部门联合行动

检查节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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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9 月 16
日，民建天津市委会带领会员企业
来津南参观调研，并参加 2021 全国
民建会员企业家津南招商推介
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郭建华，
副区长胡永梅，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
出席。

郭建华在招商推介会中致辞，他
简要介绍了津南区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诚挚邀请广大企业家、各界人士
到津南投资兴业，与津南分享机遇、
共同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活动现场集中观看了津南区宣
传片，津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同志对津南区投资环境进行推
介。民建各省市代表团团长进行交
流发言，对津南区在生态环境、产业
环境、营商环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表
示肯定，表达了与津南区共谋发展的
合作意愿，并围绕人才培养、产教融
合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

当天，考察团还实地调研了天津
智谷·创新发展聚集区展示中心、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绿色生态屏
障·八里湾、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等
点位，听取了相关负责同志的介绍，
并就下一步深化合作与津南区相关
部门及企业进行交流对接。

民建会员企业家来津南调研考察

诚邀各界人士到津南投资兴业

本报讯（记者 沈欣）9月16日，津
南区、河东区共同举办天津市动力与
电气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电力储能领域
研发需求对接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入盟合
作框架协议，成为联盟新成员。

对接会上，天津市动力与电气人
才创新创业联盟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天津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
能建天津院”）签署加入联盟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将携手加强科学研究、技术
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培育，助力动力
与电气产业体系建设。

会上，中国能建天津院向参会相
关单位和企业发布电力储能领域研发
需求，鸿远电气、海尔衣联网、普兰能
源等多家企业围绕动力与电气产业前
沿技术、产品应用场景、产业化特点等
和中国能建天津院展开深入交流。与

会人员共同观看了《绿色津南 智慧天
下》宣传片。

自去年12月天津市动力与电气
人才创新创业联盟在津南区成立以
来，津南区携手联盟开展了校企对
接、人才招聘、银企对接等多样化活
动，了解各方所需所盼，搭建产教融
合平台，做好跟踪协调服务。目前，
联盟的“朋友圈”不断扩大，新成员
“中国能建天津院”的加入，让参盟企
业达到191家，联盟还集聚了特聘院
士专家6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
高校院所18家。

未来，联盟将进一步发挥全产业
链、全渠道资源整合能力，津南区也将
积极深入探索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的
新路径，共同促进人才链、产业链、项目
链、技术链、资本链“五链”融合，助力津
南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津南河东联合举办电力储能研发对接会

中国能建天津院成为联盟新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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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秋风起，
蟹脚痒。”中秋正是螃蟹肥美的时
节。节日期间，津南区农户们养殖的
稻田蟹开始批量上市，为市民的节日
餐桌增添了一道本地美味。

走进位于北闸口镇的天津优
质小站稻开发公司有机稻田，一眼
望去水稻连田成片，稻穗随着秋风
摇曳，初见成熟的谷穗愈渐饱满壮
实。走在田垄上，总能看到个头喜
人的稻田蟹“横行”于稻田之间，只
只体肥爪壮……一片稻香蟹肥的
丰收景象。
“今年投了2000只蟹苗，出蟹量

大概在6000斤左右。”有机稻田负
责人翟凤松介绍说，“稻田蟹今年
长势比每年要强，不论个头还是口
感、肥度都比较不错。销售来说，
每年客户都是提前预定，总是供不
应求，还不等我们到市场上去卖就
都订购一空了，这几年大家还是都

挺认可我们的稻田蟹。”
据介绍，这片有机稻田尝试稻

蟹立体混养混种的农业模式已经
连续三年，通过利用生物技术对病
虫害进行防治，稻蟹基本形成了互
惠互利的良性生态循环，既保证了
稻田蟹安全养殖，又保证了水稻无
公害绿色种植。

天津优质小站稻开发公司种
植基地负责人杨家亮说：“有机稻
田的标准就是在原生态环境中，从
育种到种植不施用化肥、农药，全
部采用生物防治的方法进行病虫
的综合防治，所产大米属于绿色食
品。再有一个月，这片有机稻田就
可以收割了，预计亩产能达到850
斤。”据了解，采用稻蟹立体混养混
种的稻田相比普通稻田回报更高，
每亩地收益将增长三四百元，这也
预示着“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立
体化种养项目成效初显。

近期，由津南区组织的“万企兴万
村”活动首次走进新疆策勒，企业家
捐款捐物的同时，还近距离、全方位
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产业发展等
情况，并结合各自经营范畴寻求两地
合作契机。
“去年，企业为策勒县努尔乡虽力

兰干村捐赠了15万元，用于脱贫攻坚的
最后冲刺，今年企业又向策勒县捐资5
万元。一方面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
面为乡村振兴注入信心。”天津煜腾恒
泰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作岭说，
“通过这次交流发现当地细沙丰富且
优质，非常符合建材行业需求，我们也
带回了一些样品做数据检测，希望以
此为突破口，寻求进一步合作，让两地
关系更密切。”

观照轩（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理赵彦菊说：“通过策勒行，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风景优美，有很多正在开发的
旅游景点，让我们心生感动。将来‘观
照轩’将利用瓷器这个载体更好搭建起
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寻求文旅融合、
文创开发的合作契机。”

这些只是津南区助推新疆策勒乡村

振兴工作的一个“点”，由点成面的系列帮
扶，才是撑起策勒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力
量。基于脱贫攻坚成果，围绕组织领导、
智力支持、产业合作、民生改善、交往交流
交融、结对认亲、文教支援七个方面，津南

区会同策勒县展开了“民族团结一家亲
百行百业交流行”活动，各相关单位、社会
团体、爱心人士广泛参与、积极落实。今
年以来，区、镇两级财政向新疆策勒县拨
付1073.7万元，筹集社会资金65.99万元；

计划落地产业项目数1个，投资额1000万
元，在谈储备项目2个；已开展各项交往
交流交融活动8次，年内将不少于20次；
区级领导带头与策勒县结对认亲20户。
此外，医疗专技人才支援工作已经于本月
全面展开，策勒县的 70 名基层干部参加
了由津南区多部门联合举办的2021年度
和田地区策勒县党政干部培训班。随着
各方资源的持续汇入，新疆策勒也正在梳
理各村的人员结构、资源禀赋、发展优势，
借鉴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津南方案，加紧规
划、打造示范村。

津南区援疆干部、策勒县县委副书
记董明彦说：“通过加强乡村建设、基层
治理等方面交流合作，我们在策勒广泛
推广津南区人居环境整治、田园综合体
打造、基层网格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好经
验好模式。同时，有效整合各级财政、
社会动员资金，以及社会组织、企业、医
院、学校等各方优质资源向重点乡村聚
集。准备用3至5年时间，为策勒县打
造不少于2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率先实
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再由点及面，逐
步推及到 126个村。” 记者 董莹莹

策勒县一派欣欣向荣 筱乐 摄

全方位助推新疆策勒地区发展

乡村振兴里的“津南力量”

同 庆 丰 收 节

9月17日至18日，津南区妇联“巾帼庆丰收 铭记党恩跟党走”中国农民

丰收节培训展示系列活动在区妇女手工编织中心举行，百余名能工巧匠参

加了果蔬冷拼、中西式面点、传统月饼制作三个培训展示项目。场内比拼环

节如火如荼，场外农特产品展销同样火爆，利好食品、和跃升、林地麦青等7

家巾帼优质品牌带来的小站稻、柴鸡蛋、手工酱菜、面点糕点等130多类农

产品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欢迎。据悉，本次活动是丰收节主体活动之一，区妇

联利用新农学堂培训资源，通过现场技能培训、巾帼优质农产品展销等形

式，营造妇女庆丰收的浓厚节日氛围。

记者 沈欣

2021津南区科普日活动举行

普及科学知识 打造品牌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涛）9月 18日，津
南区文旅局、市场监管局、农委深入辖
区内的商场、超市、食品加工企业等重
点场所开展打击侵权假冒工作联合检
查，进一步营造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
环境。

检查组先后走进紫江路市场和天
津市振东远大畜禽食品加工有限公
司，对食品经营商户的进货渠道、从业
人员健康证、食品包装标签标识等是
否合格进行了检查，重点查看市场主
体准入资格和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严
厉打击销售不合格食品、侵权假冒、以
次充好、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同时，
还对农资产品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进
行了检查，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
资产品的违法行为。此外，工作人员
在检查中还向商户和食品加工企业普
及了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
劣商品的相关知识。

稻蟹立体混养混种成效初显

稻田蟹中秋“抢鲜”上市

本报讯（记者 陈涛）日前，“百
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2021 年津南区全国科普日主场
活动在津沽休闲园举行，吸引了众
多市民参与其中。

活动现场，来自区科协、卫健委、
应急局等单位的科技志愿者们围绕
主题，向过往群众普及全域科普、“碳
达峰与碳中和”、智能科技、应急避险
等知识，在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
知识、提升科学素质的基础上，大力
弘扬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志愿精
神，进而激发了广大市民的科学梦
想，营造出崇尚科学的良好社会氛
围。

据了解，全国科普日活动在津南
已连续举办多年，不仅成为引领科普
事业发展的一项特色品牌活动，更在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专业人员讲解应急救援护具的使用方法 陈涛 摄

巾帼庆丰收 巧手展技能

一标段涉及施工范围约15000
亩，包括9000亩水面、6000亩林地，
主要是利用八里湾建成区及卫南洼
生态片区的自然净化功能构建生态
湿地，同时截留周边面源污染，经生
态涵养后排入河道，为津南区的农业
灌溉及生态补水提供优质水源保
障。工程二标段葛沽镇九道沟片区
面积约21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对悬浮
物、泥沙等大粒径杂物进行初步处
理，再进行氨氮等污水深度处理，大
幅度削减污染负荷后，回供马厂减河
河道，确保最终出水水质达到优于地
表水Ⅳ类效果。三标段承担着马厂
减河9条支流的生态治理任务，在不
影响河道水利功能的前提下，通过种
植挺水植物、沉水植物、浮水植物，设
置生物栅、生态浮岛等，构建河道多
级表流湿地工程，恢复河道水体自净
能力，保持生态平衡。整个工程预
计明年6月全部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