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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轩）近年来，东丽
区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加大企业安全
生产检查力度，不断压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
企业安全平稳运行。
新天钢集团天钢气体有限公司是

专业生产和销售医用氧、工业氧、氮、
氩等产品的工业企业，属危化品三级
重大危险源。在满足天钢公司生产的
同时，还与天津市内60余家医院签订
长期医用氧供应合同，提供医疗用氧。
新天钢集团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现
有4座煤气柜，属危化品三级重大危险
源。在生产过程中，分别承担着高炉
煤气和转炉煤气回收、储存和输送任
务，保障煤气系统的稳定运行，为天钢
公司能源有效利用发挥了重大作用。
天津水务集团津滨水厂二期项目

总建设面积11.25万平方米，项目总投
资约10.58亿元，设计日供水规模为25
万吨，目前该项目正在全面进行土建
工程施工以及设备设施安装工作，计
划明年6月底完成全部建设。

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带领
相关部门负责人分别到这三家企业现
场检查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详细
检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重大危险源
风险防范、主体责任落实等情况，现场
听取相关情况介绍。
贾堤说，安全生产是最大的民生，

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以高度
负责的政治自觉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各单位、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讲政治的高度，落
实落细安全生产工作；要坚持问题导
向，加大安全监督检查力度，不断压实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坚持管行业必
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三个必须”的原则；
要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
处理”理念，深入排查各类安全生产隐
患，以扎实有力的措施抓好安全生产
工作，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牢牢守
住安全生产底线，确保国庆节期间全
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友东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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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郝成）近年来，东丽
区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进一步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区域经济发
展新动能。
记者在华明工业园区的包钢稀土

研究院的实验室看到，一块涂有断热涂
层的玻璃经温差测试仪照射后，温度仅
为27.6摄氏度，比普通玻璃低7-15摄
氏度左右。该产品是由东丽区企业包
钢稀土研究院经过上千次试验研发出
来的，产品可以直接涂在玻璃表面，既
能阻挡太阳辐射，还能实现中空玻璃的
隔热、保温、节能等功能。长期以来，断
热稀土涂层材料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
由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掌握。
包钢稀土研究院研发的新型断热稀土
涂层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或优于国
外产品，在技术层面实现了“弯道超
车”，填补了国内在断热稀土涂层材料
领域的空白。它的问世，将打破美、日、
欧等国家和地区的垄断。
据了解，该技术采用隐形战机吸

波涂层的原理，将传统隔热玻璃的反
射机制改为吸收机制，能对太阳光谱
进行有效筛选，将太阳辐射热能转换
为物理热能，并被空气对流大量带走，
起到极强的保温、隔热、防晒作用。断
热稀土涂层的出现就像给物体外部涂
上了一层厚厚的“防晒霜”，直接涂在
玻璃表面能在3小时内快速降温，可大

幅降低室内空调能耗。
像包钢稀土研究院打破发达国家

技术垄断的“突围者”在东丽区不止一
家。近日，随着第一批产品下线，中唯
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成泽脸上
露出了笑容。由该公司自行设计、研
发的“世界首台套PLNP技术（弯针）自
动化生产线”批量试生产运行成功，标
志着PLNP等离子纳米抛光技术在缝
制装备行业从研发正式投入生产阶
段。这一技术的成功给国际缝制设备
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让中国企业
终于可以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与外国
企业竞争。
工业缝纫机使用的各种弯针，是

小得不能再小的缝纫机零件，却是缝
制装备的核心部件。在缝纫机工作
时，棉线每分钟要从弯针针孔中穿过
上千万次。对弯针而言，孔壁越光滑、
表面摩擦力越小的弯针针孔在工作时
越不容易磨断棉线。国外企业通过保
密技术将弯针孔壁抛光到镜面一般光
滑。而工业缝纫机弯针产量占国际市
场70%的中国却一直使用着最原始的
方法——由工人用细砂纸手工打磨，
这不仅增加了人工成本，弯针孔壁粗
糙度也与外国产品相距甚远。同样一
个金属弯针，经久耐用的外国品牌可
以卖到200多元，而我们只能卖到17-
18元。企业有着如此庞大的市场，却
只能赚到微薄的利润。

在纳米抛光行业深耕多年的于
成泽了解情况后，带着他的团队一头
扎进了实验室，用了 14个月的时间
终于研发了“世界首台套PLNP技术
（弯针）自动化生产线”。该技术通过
将弯针置于抛光液中，施加一定的电
压，使其周围的抛光液汽化，形成一
个包围气层，通过在气层的不同位置
形成放电通道，将表面材料有选择地
去除，实现对弯针表面抛光，使粗糙
度达到纳米级，并形成一层保护膜。
PLNP等离子纳米抛光技术应用在缝
制装备行业上，相比人工打磨抛光成
本低20%-40%，表面粗糙度也接近外

国同类产品，这一下子就把中国缝制
设备制造企业带入了世界同类产品
第一梯队，让产品的售价至少翻了四
番。于成泽说：“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往航空航天、手表行业、医疗器械行
业，还有电子信息行业进行产品延
伸，未来我们的产品将会在各个行业
落地开花。”
今年上半年，东丽区通过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345家，完成全年
指标的61.6%，较去年同期增长14%；完
成技术合同成交额24.55亿元，完成全
年指标的 39.9%，较去年同期增长
390%。

东丽区促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增添经济发展动能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今年以
来，全区工业系统积极落实天津市
“制造业立市”战略部署，持续巩固
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
果，多措并举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抓运行、强监控，夯实工业经济底

盘。全区规上工业212家企业，8月份
完成产值95.2亿元，同比增长26.1%，
1-8 月份累计 668.1 亿元，同比增长
30%。完成全年任务77.1%，超任务进

度10.4个百分点。
抓项目、重成效，提升工业经济后

劲。紧盯电装电机新能源汽车逆变器
项目量产进度，在汽车行业大部分企
业减产近半的形势下，电装电机8月份
实现产值2.6亿元，环比7月份增长0.3
亿元，同比增长6.5%。

抓服务、解难题，优化营商环境。
协调服务重点企业，天津烟厂8月份
产值增长 5.5%。研究破解丰田合成
铸造产能缺口问题，协调解决丰田合
成与天津海太压铸机械有限公司达成
3300吨铸造产能置换协议，力促丰田
合成产量由年80万台套增加到年160

万台套。
抓质量、促税收，提升工业企业

效益。1-8月份，规上工业实现营业
收入735.2亿元，同比增长30%；实现
利润总额25.6亿元，同比增长55.1%；
应交增值税 13.5 亿元，同比增长
39.6%。

本报讯（记者单福春）日前，东丽
区委副书记、区长贾堤，区人大常委会
主任孙富霞，区政协主席李大勇等领
导同志到天津市烈士陵园，同东丽区
驻区部队官兵、军休干部、退役军人和
少先队员代表一起向革命先烈敬献花
篮，缅怀烈士不朽功勋，传承弘扬英烈
精神，铭记初心使命，激励奋勇前行。
敬献花篮仪式在全场人员齐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开始，随后，
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
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
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们献唱了歌曲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伴随着
《献花曲》，礼兵托起花篮，走上台阶，
将由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
政协敬献的4只花篮一字排开，摆放在
纪念碑前。区领导同志缓步随行，登

上纪念碑基座平台，在花篮前驻足凝
视。随后，区领导与驻区部队官兵、军
休干部、退役军人和少先队员代表共
同瞻仰烈士纪念碑，寄托深切哀思，向
革命先烈表达崇高敬意。
大家纷纷表示，要铭记革命先烈

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质，不断增强使
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深入学习领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不断丰富拓展党史学习教育内涵，
倍加珍惜全区上下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全面推行“全员抓招商、全员抓项
目、全员抓收入、全员抓营商环境”工
作机制，把全区工作重心放到经济发
展上来，共同谱写无愧于先烈、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新篇章。
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友东主持。

本报讯（记者郝成）日前，区长贾
堤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30次常务会议。
会议对信访工作提出要求。要不

断提高做群众工作和为民服务的能
力，增强了解、沟通、倾听，让群众在
每一件具体信访事件办理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信访部门要充分发挥联系群
众、服务百姓的桥梁纽带作用，畅通
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要压实信访
工作责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实
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和谐
稳定。
会议审议《东丽区政务公开工作

存在问题整改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东丽区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政
务一网通）存在问题整改整治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
站位，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和时间节点
真整改、改到位、真提升。要强化主责
意识，提升服务意识，为打造良好营商
环境赋能助力。

会议听取东丽区便民服务事项工
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真正为基层办实事、为群
众办实事、为企业办实事。要强化责
任意识，严格落实“513”问题办理机制
和首问负责制。要狠抓问题整改，结
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切实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会议听取节能降耗和控制煤炭消

费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节能、控煤工作的重要
意义。要高度警觉，树牢节能、控煤和
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红线
意识和底线思维。要采取得力措施，
拿出强有力举措，进一步发挥新动能
引育对全区节能降耗的支持作用。
会议还审议了《东丽区政务信息

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数字东丽发展
计划（2021—2025年）》《拟列入东丽区
2021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决
策事项》等其他事项。

东丽区各界代表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

传承英烈精神 汲取奋进力量

东丽融媒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工作，积
极落实“四个全员抓”工作机制，用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东丽、展示东
丽，讲好东丽故事，传播东丽声音，提
升东丽影响力。
近日，公司以东丽湖宜居宜业的

美景和生活环境为主要内容，策划实
施了东丽区首场大型户外线上直播活
动。活动由东丽区委、区政府主办，区
委宣传部、区商务局、区融媒体中心、
团区委、东丽湖街道办事处和东丽融
媒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承办，通过
“东丽融媒”抖音官方号、“天津东丽
APP”和“天津东丽公众号”三个平台进
行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2万余人次，
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线上线下直播互动展东丽风采

直播活动作为“东丽惠购节乐活
新体验”系列活动之一，以宣传东丽湖
自然艺苑区以及周边的天津欢乐谷、
天津恒大世博中心等旅游景区和高品

质居住社区为切入点，重点介绍东丽
湖自然艺苑区的云水驿、神龟亭、芙蓉
广场、香榭桥、罗曼洲等具有代表性的
景点和历史人文典故，以及荷花池、芦
苇荡、白鹳、黑天鹅等水生植物和野生
鸟类，展现了东丽湖的自然风光。期
间，还采访了在周边居住和工作的市
民以及慕名而来的游客，带给观众一
种沉浸式的直播体验，吸引更多的人
关注、到访、创业、落户东丽湖。在国
网客户服务中心工作的小张说：“我就
在东丽湖工作，这里风景宜人，生活便
利。我已经在这里落户了。我觉得在
这里工作生活真的是太幸福了！我有
很多同事在东丽湖安家落户了。”
东丽融媒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是区属国企东方财信与东丽区融媒体
中心共同成立的一家广告传媒公司，
致力于服务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的
社会宣传，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包括
但不限于在视频拍摄制作、平面设
计、安装，活动策划执行）广告宣传需
求，旨在开源节流，节约成本，产出效
益，用更少的投入，实现更优的广告
传播效果。
东丽融媒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

从招募员工到人员上岗，用短短几天
时间完成了活动策划、直播推广、设备
测试、后期直播、垫片拍摄制作等一系
列繁琐复杂的工作。全体人员加班加
点，抢时间、赶进度，确保直播活动顺
利进行。
按照“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天津，

天津看东丽，东丽看这里”的设计灵
感，公司设计制作了宣传海报及短视
频。宣传海报几易其稿，从整体色调、
字体字号、整体布局、内容元素等方面
精雕细琢，最终海报刊登在《天津日
报·今日东丽》报上，并同步在微信公
众号、App推出。宣传短视频制作优
良，全方位、多元素展现东丽湖美景，
并在相关媒体平台进行推广，提高话
题热度，为直播赚足了人气。
网络粉丝齐声赞东丽魅力无限

为了确保直播顺利进行，公司全
体人员攻坚克难，先后8次到东丽湖直
播彩排、取景、设备调试，成功解决了

声画不同步、信号不稳定、延时、网络
通信、户外移动供电、内部交通设备等
诸多问题。9月11日直播当天，抖音平
台有500多人进入直播间观看，10分钟
左右人数突破一万人次。直播期间，
设立互动有奖答题环节，观众答题互
动十分火爆，频频刷屏。粉丝们纷纷
留言说，“东丽湖的景色真是太美了”
“大爱东丽湖”“我骄傲我家就在东丽
湖”“堪比杭州西湖”……主持人热情
地与粉丝互动：“这就是我们天津东丽
湖，这里宜居宜业，欢迎大家来！”直播
活动向全市、全国、全世界充分地展现
了东丽湖的美景及宜居宜业生活工作
环境，让更多人了解东丽湖，吸引更多
的目光聚焦东丽湖，进一步增强了东
丽湖人的幸福感。整场活动时长1小
时30分左右，直播峰值观看量达到2
万人次。
今后，东丽融媒文化传播发展有

限公司将秉承“受众在哪里，我们的阵
地就在哪里”的发展理念，聚焦移动
端，致力于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打
造东丽融媒所特有的风格人设，积极
传播社会正能量，不断推陈出新，进行
常态的直播活动，创作出更多的原创
短视频内容，不断扩大社会影响力，成
风化人，凝心聚力，努力成为全市首屈
一指的线上宣传阵地。同时，还将积
极地承接区委、区政府赋予的各项广
告宣传任务，与全区各单位开展密切
沟通合作，提升东丽区整体城市形象，
提高东丽区城市品位，为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服务好东丽绿色高质量发展
大局，为美丽东丽、美丽天津建设贡献
东丽融媒之力。

记者 吕家强 韩颖

落实安全责任 守住安全底线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东丽区工业经济保持高增长态势

东丽魅力直观呈现
——东丽融媒首次网上户外直播侧记

包钢稀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正在做实验 郝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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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行“全员抓招

商、全员抓项目、全员抓

收入、全员抓营商环境”

工作机制。

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切实维护好群众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