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静海湾（天津）城
市发展有限公司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心
用情用力守护、运用好红色资源，充
分发挥红色资源在精神引领、思想
启迪、经营赋能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1年，静海区设立中日（天津）
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并公布示
范区发展总体方案。该示范区的设
立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好服务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的具
体行动。

示范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打造大健康领域健康产业
原始创新策源地。以扩大高水平开放
为动力，创新国际化医疗康养机构合
作模式，打造立足全国、面向世界、服
务优质、产业突出的国际合作示范
区。示范区健全完善全生命周期全人
类群体的健康服务体系，打造引领全
球健康生活时尚的理想居住区、健康
技术应用场景示范区。总体方案中还
提出示范区要建立健康产业创新区、
健康生活先行区、国际合作示范区的
发展目标。

合作示范区有建设项目39个，总
投资约300亿元。目前，正在重点加快
血液病医院、血液学检测生物安全实
验室、康宁津园和中医药大学大学生
实践基地等8个产业项目建设，打造国
家血液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中
日国际健康体检中心等对日合作项目
正在积极推动落实，中国神农谷项目
等正在办理前期手续。到2025年，示
范区将引入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化
医疗、体育、教育、康养产业项目，初步
形成集聚的产业发展规模、合理的区
域建设布局、齐备的城市服务功能、宜
居的自然生态环境、完善的管理制
度。到2035年，建成创新能力强、产业

聚集度高的健康产业创新区，健康服
务智慧化、人性化、均等化、多元化的
健康生活先行区。同时，营商环境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对外交流体系完
备的国际合作示范区，将成为初具规
模的产城融合、智慧健康、引领京津
冀健康产业发展的现代化示范区。
到2050年，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
响力的高水平国际合作示范区、健康
产业创新交流中心、健康生活方式创
建的示范样板。

静海湾（天津）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产业园综合建设运营主体，进行
静海湾健康智慧小镇规划设计、土地
整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投资建
设、产业发展服务、综合运营服务等
一体化投资开发与运营。力争将静
海湾健康智慧小镇创建为全国健康
示范小镇、智慧示范小镇、天津海绵
示范小镇及5G示范小镇。

静海湾（天津）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隶属于宝泽集团。2018年10月 11日
至12日天津市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
广州市、深圳市学习考察。宝泽集团
作为深圳天津商会副会长单位，受邀
参加政府举办的企业家恳谈会并代
表发言，期间宝泽集团与天津市党政
代表团的主要领导围绕优化营商环
境与提高党委、政府服务水平等进行
了探讨，并初步达成在静海投资建设
产业小镇等战略合作意向。

在天津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为
贯彻落实天津市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
学习考察精神，深化津粤合作，发挥广
东企业在产业布局、创新能力及资金
技术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天津市静海
区人民政府与深圳宝泽控股集团双方
友好协商，计划在静海投资建设智慧
小镇、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产业园两
个项目，于2018年11月20日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书》，选址在静海开发区投
资建设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产业园，
在健康产业园投资建设智慧小镇。
2019 年 5月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

与深圳宝泽控股集团签署《智慧小
镇建设投资合作协议书》。

静海湾健康智慧小镇以“未来”
“健康”理念，结合国际、国内规范及
实施应用实际，适度超前规划，建立
发布小镇健康指标体系、小镇智慧
指标体系、海绵指标体系，建立具体
系统的实施、评价、管理办法。

从顶层设计至建设、评价、运营阶
段实施全流程管理，保障蓝图的实
现。将争取创立国家多项第一及示范
认证，包括：国内首家智慧示范小镇、
健康示范小镇、天津首家海绵示范小
镇、5G示范小镇。争取区域内多个项
目成为住建部木结构示范项目、装配
式示范项目；成为国内首家建立发布
智慧指标体系、健康指标体系的小镇，
争取国家及天津市试点及参与制定行
业标准等。

党建引领，产业定位。静海湾健
康智慧小镇结合静海区优良的医养配
套资源、高等科教资源、自然环境资
源、区位交通优势和区域发展规划，
以及深圳宝泽及其合作伙伴在医药、
新材料、高科技、高端装备等产业生态
资源聚合优势、资金优势和产业园招
商运营经验，慧健康小镇重点导入产
业为大健康、医疗养老、高新技术与人
工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环保新材料，
使静海湾成为高新技术与高新工业的
高点，成为天津的硅谷与湾区。

集团董事长张燊积极贯彻落实
天津市党政代表团赴广东省学习考察
精神，将深圳的创新基因带回家乡进
行投资建设，现已在天津市静海区设
立了北方总部。深圳宝泽在津投资设
立的公司包括：宝泽北方（天津）城市
发展有限公司、静海湾（天津）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网新北方（天津）城市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宝泽（天津）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宝泽智慧（天津）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宝泽未来（天津）城市发
展有限公司、北斗安泽防务科技有限
公司等十余家公司。

静海湾：

党建激活企业“细胞”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站在“十四五”新征程、新起点，面临天津制造业立市的战略定位和打造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等多项历史机遇叠加，静海湾（天津）城
市发展有限公司坚持以党建“助跑”，激活企业发展“红色细胞”，协同促进中日
（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建设，助力天津经济及企业高质量发展。

红色赋能 助推企业发展

红色堡垒 激发企业活力

思想上有引领、学习上有方向、工
作上有目标，静海湾（天津）城市发展
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企业的“红色堡
垒”建设，全面增强基层党在企业中的
影响力，提升党员在企业中的先锋模
范作用，激发企业的向上活力，全面助
推示范区建设。

静海湾（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党支
部成立于2020年1月9日，现有党员6
人。党建工作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做好新形势
下的党建工作，不仅能够加强公司党员
队伍的教育和管理、提高党员素质、严
格党的组织生活，更能充分发挥党员和
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极发展新党
员，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也是公司保
持健康发展和建设先进企业文化的内
在需要。

静海湾健康智慧小镇项目占地面
积约2611亩，含约400亩内湖，地上总
建筑面积约120万平米。产业及配套
面积约40万平米，配套住宅约80万平
米，规划主要建设环湖企业总部带、产
业办公轴、配套住宅及生活服务配套
等。打造一核、两带、四片区功能分布。

一核：主要功能为小镇会客厅，包
括独立办公的小型企业或企业总部。
以大面积的绿地水域作为基底，利用水
系绿化形成廊道串联各片区。作为区
域重要开放空间，是休憩、游览、锻炼、
交往以及举办各种集体文化活动的重
要场所。

两带：主要功能为研发办公、产业
孵化器、主力店、商业等。串联起健康
服务中心、文化与社区服务中心、产业
服务中心，使玄武湖路更加富有活力。

四片区：由水廊形成的南北中四
个片区，主要功能为配套住宅，为产业
办公提供保障服务。小镇会客厅作为
智慧健康水镇展示、交流、招商平台，
以展示中心、各主体展厅、峰会场、精
品交流酒店为主要业态。产业服务中
心作为智慧健康水镇的产业运营服务
平台，为入驻企业争取各级政策扶持，
进行企业支持和服务。小镇文化中心
作为小镇的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科
技馆、电影院、小剧场等公共服务、教
育、文化活动场所。环湖、环镇健身休
闲木栈道、慢跑道、自行车道、舟行水
系，穿插主题广场，为小镇居民及企业
职员、游客构建1小时、2小时游览和健
身休闲空间。商业步行街鱼骨状布
局，步行5分钟，满足工作/居住人群消
费、休闲、生活服务需求，保障生活区
的安静、纯粹与舒适。

项目计划总投资120亿，计划自
2019年第四季度起，1-3年分批次进行
土地整理，3-6年分批次进行土地出
让、投资建设，分批次运营；2028年静
泽湖湾整体建设完成。2020年进行起
步区（占地553亩）进行土地整理与基
础建设；展示中心（又名：综合文化中
心）5月施工建设；产业服务中心地块、
配套住宅地块8月-10月摘牌后启动
建设，产业服务中心2022年内竣工。

同时，静海湾项目计划在起步区
建立未来水镇展示中心，将以装配式、
绿色建筑、木结构等理念，在节能、构
件、装配式、结构形式上进行专利试
点、定期组织专家论证，为我国装配
式、木结构建筑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
供指导建议。

作为国际技术交流与技术转化平
台，小镇内将打造无人机、机器人国际
高端论坛。所有入驻企业及研发机构
的专利和课题将在园区进行注册，优
先在园区进行转化和生产。

预计在智慧小镇起步区建成后，
将引入40-60家目标企业、1500-1800
名高级人才，提供1000-1200个实习及
就业岗位，带动服务业发展，为当地提
供2000余个服务就业机会，企业稳定
运营后预计实现年产值20-30亿，运
营实现年利税4-5亿。

以产业导入带动人口与居住，实
现职居平衡健康发展示范效益，高效
利用周边的体育场馆资源、带动医养
旅游资源、定向为体育大学和医药大
学提供实习机会，将最终形成医养大
健康、养老、高新技术/材料/装备的产
业链，实现基础产业聚集效应，企业与
人才聚集，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为社会
不断提供就业机会、政府税收稳定增
长、区域配套进一步完善、生态价值逐
步提升，居民安居乐业，将真正实现产
业与城市的融合，实现地区高质量可
持续、生态友好发展。

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
范区围绕健康产业创新区、健康生活
先行区和国际合作示范区的发展目
标，以健康农业、健康制造业、健康服
务业三大产业融合为引领，坚持健康
产业与健康事业并举，将大力发展绿
色健康农业、现代制药、高端医疗装
备、健康智能设备、智慧健康建筑、独
立医学检测、主动健康管理、健康科研
转化、特色体育经济、健康人才培养等
十大特色产业，构建三大产业融合、十
大特色产业并进的“3+10”产业架构，
形成面向全生命周期、全人类群体的
健康产业全产业链。打造提供中医、
西医、体医“三医”融合的健康服务，建
设零碳零疫的“双零”健康智慧生活社
区，构筑健康产业、健康服务、健康文
化、健康理念、健康习惯融合发展的新
型国际化都市示范区，打造生命、生
产、生活、生态一体化的“人产城”融合
发展的健康策源地，形成高水平国际
创新型健康模式、健康品牌的输出地。

活力谷片区作为合作示范区健康
生活先行区的核心载体，将以体育产
业为主导产业，成为面向全国、辐射京

津冀，集体育新业态、健康休闲、产城
人融合于一体的国内先进体育产业示
范区。利用体育的辐射性作用，全面
带动体育休闲产业发展，打造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充满活力和魅力的运动
活力谷，使之成为天津市建设“运动之
都”的亮点项目，助力健康中国和体育
强国建设。

活力谷整体用地布局结合“一
核、两轴、三板块、四廊道”的空间规
划，形成一片产业集聚核心，体育运
动基地、体医航母基地、健康乐享社
区三个产业集群，团泊大道、体育大
道、北华路三条趣味活力线路的“1+
3+3”产业布局。

产业聚集核心：依托TOD站点的
轨道交通优势，建设体育商业融合创新
区。将通过空中平台、地面释放、地下
联通形成多维度的交通方式，增强商业
人气、提升商务效率，激发地块活力，引
进国内外商业巨头，布局高端酒店、商
务办公、配套公寓及金融服务业。推进
团泊启彩奥莱商业广场优化提升，完善
区域商业配套服务能力，引入日式风格
文创元素，建设日式网红主题商业街
区，打造网红经济品牌和网红打卡地。
结合体育本体，优化商业空间，培育网
红产品，打造以体育用品商品、健身器
材品牌街区、体育电商、网红经济聚集
地和以体育为特色的购物、休闲、娱
乐、饮食于一体的体育商业mall。

体育运动基地：将以城市体育空
间和生态空间为载体打造环团泊湖国
际体育圈，整合场地空间资源优势，以
团泊体育场、网球中心、棒垒球馆等体
育场馆为载体，借助成功举办过十余
项国际国内重大赛事的宝贵经验，通
过自办+引进的形式开展铁人三项、环
团泊湖自行车赛、网球邀请赛、足球运
动系列赛、棒球国际交流赛、国际马拉
松赛、水上运动赛事等高流量、聚集型
的品牌赛事，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赛事和品牌会展活
动，挖掘观赛人群、参赛人群、参展人群
的流量价值、商业价值和无形资产开发
价值，促进周边商业、住宿、旅游、餐饮
等经济业态实现均衡发展。依托团泊
湖发达的自然水系打造以训练皮划艇、
赛龙舟、帆船帆板、水上表演、垂钓等运
动为主的水上运动中心，结合体育旅游
开发水上乐园亲水项目。深化体教融
合建设，依托天津体育学院、天津体育
职业学院，打造以中国排球学院、中国
棒球学院、中国水上运动学院等为代表
的国际体育教培中心，国际体育人才交
流中心、国际青少年游学圣地。依托
天津市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打造国家级
创新型体育+孵化器，培养高层次体育
人才，孵化高水平科研成果，构建“政、
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发展思路。
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形成以健身
休闲和竞赛表演为龙头、高端制造业与
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体育产业
体系，依托区域内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
国际国内优质企业和科研团队、创新
团队入驻，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瞪羚”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
形成以示范区为核心，辐射联动中德
生态城为制造基地的发展格局。广泛
开展体育类软件开发，智能运动装备、
智能硬件、体育用品、运动康复器材的
研发制造，逐步形成集旅游参观、培训
体验、演出会展、科研创新、生产制造
于一体的综合型体育运动基地。

体医航母基地：推动体医融合建
设，打造以主动健康和运动康复为特
色的体医航母基地，充分发挥科学健
身在健康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
方面的特色作用，依托示范区内的体
育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生态资
源推动形成体卫融合的疾病管理与健
康服务模式，加强全民健身科技创新平
台和运动康复中心建设，为慢性病患者

提供科学正确的运动处方服务，结合神
农谷的双航母基地建设，打造中医、西
医、体医三医融合的航母集群。

健康乐享社区：建设“人人运动、
人人健康、人人便利”的智慧健康生活
圈，推进健康新基建和数字新基建建
设和应用，构建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
共服务体系。创新体育赛事与全民健
身融合发展，充分利用体育场馆、社区
公园、口袋公园、居民健身点的布局，强
化片区的体育健康特色，创建以体育为
母题，全龄共享、功能复合的开放空间
体系，带动周边产业、社区空间形成差
异化发展的方向。

趣味活力线路：促进体旅融合建
设，完善相关设施配套，拓展体育旅
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打造有影响力的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成为乐享赛事的
欢乐之旅、全民健康的运动之旅、轻
松自然的生态之旅，依托团泊自然景
观和体育资源，形成全域体育旅游休
闲中心。充分利用体育运动休闲项
目、体育赛事活动、大型体育场馆、生
态湿地公园的稀缺景观等资源，搭建
融合体育、文化、旅游、教育、科技的
综合性服务平台和区域特色的体育
旅游精品线路，通过体育旅游+文化+
赛事+景观的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
推动全域旅游与体育融合发展，推进
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区建设，打造国
际体育旅游新地标。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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