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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战略 逐梦京津冀
2022年2月26日 星期六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特别报道

⑤

产城融合 幸福之城
生态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产兴城、以城促产，提升
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打造“城产人教”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典范。2018
年被新华社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生态城”。

中新天津生态城创建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取得明显成效

绿色发展 全国示范

①

夕阳下，漫步在中新天津生态城南堤步道，静听，植物随风摆动，沙沙作响；远眺，河海交汇处，候鸟时而在空中振翅翱翔，时而在水中俯身觅食，
时而在苇间嬉戏欢笑，在余晖的映照下，似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的诗境。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重大战略合作项目，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世界上首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自2008年9月启动开发建设以
来，始终秉持“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道路，2013年获批首个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2013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生态城视察时指出：生态城要兼顾好先进性、高端化和能复制、可推广两个方面，在体现人与人、人与经济
活动、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等方面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示范。
近年来，生态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及生态城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推动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丰硕成果，曾经的盐碱荒
滩，如今已经蜕变成为一座绿色发展的生态之城、科技赋能的智慧之城、产城融合的幸福之城。

建设无废城市

打造乐享宜游花园城市

生态城从源头上减少废物产生，实现资源化利
用，2019 年，入选全国首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通
过完善制度体系，出台管理细则，让大家知道垃圾
“怎么分”；强化技术应用，建设智慧高效的管理平
台，
让垃圾“分得准”；
出台绿色行动指南，
从制度约
束走向习惯自觉，引导大家从“要我分”变成“我要
分”。目前，生态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参与率达到
94%。
此外，
生态城还建设了生活垃圾气力输送系统，
通过地上投放口、地下管网和负压设备将生活垃圾
抽送至中央收集站，再经压缩处理转运至垃圾处理
厂，以密闭化、自动化有效杜绝二次污染；作为气力
垃圾输送系统的有效补充，在区内合理布局建设地
埋站，
实现“垃圾不见天”。

生态城拥有 12 个主题景区和 6 个文化场馆。方特欢乐世界、国家
海洋博物馆、妈祖文化园、亿利精灵乐园等，吸引着京津冀周边省市游
客前来打卡。占地 2100 亩的滨海新区文化旅游度假区即将启建……
2021 年综合游客接待量突破 700 万人次。
在自然景观上，
生态城拥有距离北京最近的36公里生活海岸线，
与区
内河、
湖、
湾交相辉映，
先后建成故道河公园、
惠风溪公园、
南堤滨海步道等
38个
“水”
主题旅游地标，
与盐渔、
漕运、
军事等历史文化相融合，
形成
“蓝绿
交织、
河海相连、
动静结合、
全域游乐”
的城市风光。
2020 年，生态城获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十强康养旅游目
的地，国家文旅部将生态城作为“景城一体、智慧科技创新”的典范进
行推广。
初心凝聚力量，
使命筑就担当。2022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一年，
是天津市坚定不移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深化之年，
生态城将立足新发展阶段、
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实施
“生态城市升级版”
和
“智慧城市创新版”
双轮驱动发展战略，
继续
以绿色为基石，
建设国际合作的生态之城、
智慧之城和幸福之城。

打造海绵城市

生态城本底条件恶劣，
三分之一是盐碱荒滩、三
分之一是废弃盐田、三分之一是污染水面。在十多
年探索实践中，
按照“在开发中保护、在建设中修复、
在发展中优化”的思路，集中治理了积存 40 年工业
废水的污水库，取得 50 余项国家专利，形成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标准与核心技术，
让曾经的“污水库”
变身“景观湖”。

生态城坚持绿色建筑 100%的建设标准，出台绿
色建筑激励政策，
形成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标准体
系和评价体系，建成世界首个获得“PHI 被动房认
证”
的高层被动房住宅项目，
是国内绿色建筑最集中
的区域。
同时，生态城开展零能耗建筑探索实践。2020
年建成天津市首座零能耗建筑——
“0+小屋”
，
实现全
部清洁能源供应、
能量 100%自产，
配备储能设备和家
庭能源智慧控制平台；
2021年，
通过绿色产能、
灵活储
能、
按需用能、
智慧控能、
高效节能等技术，
对不动产登
记中心进行零能耗改造，
将其打造成为天津市首个具
有实际使用功能的零能耗建筑，
为天津市实现“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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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绿色建筑

②

创建绿色便捷宜居环境

生态城将低影响开发和雨水资源利用贯穿到城
区开发建设全过程，采用关键技术，构建道路绿化
带、慢行系统透水铺装、绿地、凹地、季节性雨水湿
地、半咸水河湖湿地六级设施，建成 68 个精品项目、
22.8 平方公里精品试点区，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海
绵城市建设模式。2016 年，入选国家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

峰-碳中和”
目标提供生态城方案。

修复污染场地

生态城准确把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发展智能科
技、文化旅游、大健康等主导产业，打造“综合成本低、服务效率高、法
治环境好、城市环境美”
的营商环境，
构建具有创新活力的产业生态。
制定智能科技企业促进政策，发挥天津智慧城市产业（人才）联盟
带动作用，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传感器、直播经济等核心业态，引入
一汽丰田新能源汽车项目、中电科技智慧科技产业园、普洛斯智慧物
流基地等重点项目，
泛智能科技产业占比达 60%。
依托国家动漫园，深耕影视动漫、图书出版、广告传媒、互动娱乐
等文创产业，吸引博纳影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名企入驻。
《哪吒之
魔童降世》
《熊出没》
《流浪地球》等国内高票房影片均有生态城企业参
与。2021 年 8 月，生态城获批全市首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国家重点文
化出口企业占全市 60%。成立天津海洋文旅产业（人才）联盟，出台促
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系列政策，设立旅游专项资金和人才专项基
金，推出民俗文化、海洋休闲等沉浸式观光线路，自主研发全国首创的
智游 E 站、智游盒子等系列产品，
建起智慧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建设 10 万平方米生物医药产业园，培育壮大丹娜、杰科、喜诺等生
物医药企业，深化与海河产业基金等合作，设立发展专项基金，培育具
有特色优势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集群。
2020 年，
生态城获评全国“十佳优质营商环境产业园区”。

生态城借鉴新加坡“邻里单元”理念，确立“生态细胞-生态社区生态片区”三级组团居住模式，建立与之对应的“邻里之家-社区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主中心”四级公共服务体系。在每个生态社区建设 1
个社区中心，集医疗服务、文体活动、办事服务、社区管理和商业服务
于一体，服务周边 500 米范围内 3 万人口。截至目前，19 个社区、65 个
小区投入使用，
常住人口超过 10 万人。
坚持品牌化、集团化办学理念，引入中国核工业大学、南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优质教育资源，累计建成投用 18 所
中小学、16 所幼儿园，
在校在园人数达 2.8 万人。
实施名院名医发展战略，天津大学新城医院开诊运营，天津市中
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加快建设。在每个生态社区设立 1 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按照每千人口一名的标准为居民配备家庭医生，形成“综合
医院-社区医院-家庭医生”
三级诊疗服务体系。
构建布局合理、功能健全的商业服务业体系，落户爱琴海购物公
园、宝龙商业中心、万达商业广场等城市级商业配套，以及星光汇、宜
禾汇等社区级商业设施，打造国家海洋博物馆夜经济活力带和国家动
漫园夜文化中心，
释放城市发展活力。

绿色发展 生态之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城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
谋划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城市布
局，
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生产力。

构建创新活力产业生态

科技赋能 智慧之城

生态城彩虹桥
生态城门区
G＋AI创新实验室
③ 生态城5
④ 生态城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⑤ 国家海洋博物馆
①
②

“幸福乐享”
阶段。

兴业 聚集智慧要素

让城市更聪明、更智慧，
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生态城从产业发展和
居民需求出发，叠加“生态”与“智慧”元素，遵循“1+
3+N”的智慧城市建设主线，
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国
家级标杆区。2013 年，成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建设
试点。
按照“统一共享、面向应用”
的原则，
生态城制定
了全国首套智慧城市指标体系，
包括基础设施、数据
服务、智慧环境、智慧治理、智慧经济、智慧民生 6
类、30 项指标，作为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纲领，为国
内其他地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借鉴。

惠民 打造智慧场景
生态城持续推出智慧交通、智慧社区、智慧城
管、智慧图书馆等一批惠及民生的高水平智能应用，
让群众享受智慧科技带来的发展红利。
吉宝季景峰阁小区是生态城于 2020 年建成的
首个智慧小区，
小区里有智慧健康小屋、智慧人车管
理系统、智慧跑道等 30 项智慧应用场景。2021 年，
生态城将季景峰阁小区所在的季景社区建设成为区
域内首个“智慧社区”，从共享停车位到高空抛物实
时监控，从自带 WIFI 的智慧座椅到隐蔽管网 AI 可
视系统，从求助响应到主动关怀的银发 AI 智慧应用
平台……各类智慧应用人人可享、无处不在。
在智慧交通方面，生态城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
路口的实时流量进行分析，动态调整交通信号灯管
控，
实现由“车等灯通行”
到“灯看车放行”，
提升了早
晚高峰的车辆通行率，
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节能减排
效益更明显。
此外，还有中新友好图书馆、智慧海博馆、智能
家居、智能公交车、智能垃圾分类设备等一系列智慧
应用场景。生态城的民生保障已从“基本满足”
进入

③

生态城全力落实天津市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行动计划，以智慧城市建设赋能
智能科技产业。连续 5 年深度参与世界智能大会，
举办首届全国智慧交管行业峰会、
“绽放杯”5G 应用
征集大赛等品牌活动，
吸引智能科技企业集聚。
运用大数据湖和算法，生态城建
立企业知识图谱，感知区域经济运行
态势，高效串联上下游产业链，为企业
发展提供精准服务，也为招商引资提
供靶向目标；同时聚集人工智能、云计
算、物联网等行业领军企业，加快建设
中电智慧科技产业园，打造“5G+AI 创
新实验室”，共享 5G、数据资源，为创
新创业提供实验基地。生态城智能科
技产业正从“点状突破”向“链式集群”
跨越。

⑥
⑦
⑧
⑨

生态城校园生活
方特欢乐世界
清华大学天津电子院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
（天津市首个零碳建筑）

6

善政 掌握城市脉动

④

生态城通过构建“城市大脑”，在
数据与管理两个层面联通不同的智慧
应用，形成“实操联动闭环”的指挥联
动体系，让城市管理更加智慧。
“ 城市
大脑”连接 18 类、30 余万个城市神经
元节点，全面掌握城市运行动态。在
生态城，大到水、气、热、电等能源管
线，小到井盖、路灯、消防栓等城市部件，都能
实时监测，有问题及时响应、快速处理，城市管
理从“被动处置”升级到“主动维护”。2019 年，生态城
智慧城市治理模式荣获全国创新社会治理“优秀案
例”，
被工信部评为智慧城市典型地区。

⑥

⑦

⑧
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