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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记者昨天从世界智能大会组委
会获悉，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调整至6月24日以线上方式
开幕，大会将利用新技术手段提升互动性、参与感，举办云
开幕式和高峰会、云闭幕式、云智能科技展、云赛事、云智能
体验、云发布等系列活动。

据介绍，大会组委会将继续秉持“高端化、国际化、专
业化、市场化”的办会理念，围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快
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立足全球视野、贡献中国方
案、展现天津行动，持续打造“会展赛+智能体验”四位一
体国际化平台。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

6月24日以线上方式开幕

《行走海河》立足于当代视角展示天津

的城市发展，用人物和故事展现天津的建

设成就，力求让“近者悦，远者来”。

三集纪录片昨晚央视纪录频道开播

《行走海河》
讲述一座城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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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红 马晓冬

造型新颖现代的天津茱莉亚学院
里，管乐队奏响第一个音符，圆号、小
号、长号齐鸣，伴随着《威风堂堂进行
曲》激昂的乐曲声，天津茱莉亚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2022届
硕士研究生毕业典礼昨天上午拉开帷
幕。天津茱莉亚学院·天津音乐学院
茱莉亚研究院是我国首个授予美国硕
士学位的艺术院校，此次顺利完成学
业的33名首届硕士研究生都获得了
纽约茱莉亚学院的硕士学位。

这是一座里程碑，标志着这一
万众瞩目的中美合作办学项目在天
津、在中国落地生根，结出累累硕
果。这更是一个新起点，预示着通过
双方共同努力，中美在加强教育合
作、促进人文交流领域又增添了一个
全新平台。

喜悦、激动、骄傲、期待……大厅
中，学院师生环绕而坐；线上，来自世
界各地的与会嘉宾齐聚，他们眼中闪
烁着光芒，掌声、欢呼声响成一片。
“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是

高水平的中美合作办学机构。不仅致
力于培养国际高水平音乐艺术人才，
而且在推动中美人文交流方面作出了
富有成效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
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秦刚在视
频致辞中说，“作为学院的首届毕业
生，你们既是中美教育交流孕育的优
秀人才，也即将成为促进中国与世界
沟通和理解的艺术使者。期待你们用
艺术跨越国界，沟通民心，广泛参与与
世界文明对话与交流。”
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

特命全权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也发
来了视频致辞。他表示，音乐对话是
美中外交关系历史上的关键部分，这也一直延续至今。作
为天津茱莉亚学院的代表，你们将肩负起特别的使命，成为
一座桥梁，鼓舞美国、中国等世界各地未来一代的音乐家。
各位首届毕业生所代表的音乐交流与音乐伙伴关系，也将
继续为我们两国人民间的联结作出贡献。
“热烈祝贺……”“衷心祝愿……”“期待未来……”一声

声祝福、一个个期许激荡在典礼现场每个人的心中。
（下转第3版）

本报讯（记者 米哲）20日上午，市政府
召开第192次常务会议，审议《关于改革完善
本市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措施》。

会议强调，要营造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
费自主权的氛围，坚持能放则放、应放尽放原
则，扩大预算编制自主权、预算调剂自主权、
经费包干制实施范围，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

积极性。要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健全科
研绩效管理机制，坚持以质量、绩效、贡献为
核心的评价导向，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
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贡献。要提高财政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创新
监督管理方式，探索制定负面清单，确保合理
规范使用，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米哲）20日上午，市政府
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
要求。
会议强调，要抢抓数字化发展重大机遇，

促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加快实现各类政务服

务事项“一网通办”，以数字赋能对传统产业进
行改造升级，注重大数据安全保障，加快数字
政府建设。要落实好财税制度，深化财政体制
改革，千方百计扩大财力规模，大力培育涵养
税源，扩大区级财政底盘，坚持过紧日子、严
格节流，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减少存量，
为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下转第2版）

市政府召开第 192次常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平）连日来，市政协围绕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落实
市委政协工作会议部署，组织开展“回头看”
专题调研，推动专门协商机构建设向纵深拓
展，在助力天津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
作为。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参加。市委常委、
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市政协副主席
曹小红、黎昌晋、李绍洪、尚斌义、赵仲华、
张金英、齐成喜、李文海和市政协秘书长
高学忠分别参加或陪同。

5月16日至19日，市政协组成9个调研组，

分别由主席会议成员带队深入16个区政协，实
地考察市政协委员界别活动站、社区联络站建
设和区政协组织开展活动情况等，了解政协委
员积极履职、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服务社区群
众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和建
议，共商提高政协履职工作质量的思路措施。
盛茂林在调研中指出，2019年9月党中央

召开政协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提供
了根本遵循。市委召开全市政协工作会议，提
出明确要求。 （下转第2版）

推动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
市政协组织开展专题调研 盛茂林参加

市政府党组召开会议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5月20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互致贺电，庆
祝东帝汶恢复独立20周年暨中东建交20周年。
习近平指出，20年来，东帝汶积极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焕发出勃勃生机。中东友谊源
远流长。建交20年来，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

化，务实合作扎实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两
国关系呈现健康稳定发展势头。我高度重视
中东关系发展，愿同奥尔塔总统一道努力，推
动中东睦邻友好、互信互利的全面合作伙伴关
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奥尔塔表示，东帝汶赞赏中国为促进地区与

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的关键作用，感谢中国在东国
家建设进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东方将坚定地
同中方团结在一起，增进双方的友谊与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东帝汶总理
鲁瓦克互致贺电。李克强表示，中东建交20
年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交流合作稳

步推进。中方重视发展同东帝汶的友好合作
关系，将继续支持东帝汶发展建设，推动双边
关系不断走深走实。

鲁瓦克表示，东中兄弟般的友好情谊源
远流长，两国合作富有成效。期待双方进一
步加强合作，携手应对疫后复苏挑战。

习近平同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互致贺电
庆祝中东建交20周年

■本报记者 廖晨霞

5月10日，走进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
共实训中心的实训车间，高端数控机床嗡
嗡响动，现代制造技术教研室主任王传龙
正在指导2021级工匠涵养班的学员进行实
操训练，7名“优中选优”的学员通过历练，
将于今年6月底结业，走上工作岗位。

【动人时刻】

2013年5月14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
中心里，3名学生正仔细听取王传龙对操
作规范的讲解，现场各式原料被切削、塑造
成精巧的零件。正在天津考察的习近平
总书记，走进了实训课堂，微笑着同师生
们握手，与大家亲切交流，详细了解职业技
能培训情况。

【谆谆教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做好以高
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加强城
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
业工作，搞好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就业服务
体系，缓解结构性失业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当代大学生，要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坚持从
实际出发，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
把人生的路一步步走稳走实，善于在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这殷殷话语既是关心技能人才发展的

郑重嘱托，也是不断鞭策王传龙前行的动
力源泉。

【难忘瞬间】

从机床的加工性能，到教学方法，再到
学生的就业情况，习近平总书记细致询问，这
让当时在现场的王传龙深受鼓舞。“总书记
问得特别细、特别专业，他关切地询问在场

的学生：‘学了以后干什么，到企业能不能用
得上？’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对职业
技能人才的高度重视。”王传龙回忆说。

【牢记嘱托】

职业道德素养、礼仪常识、人际交流
沟通、职业规划……在王传龙“领衔”设计
的课程表里，不仅有“CAD软件3D建模

与工程图绘制”“五轴加工中心编程
（CAM）与加工”这样的核心技术，也有“工
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这样的智能制造技
术，包括了世界技能大赛与市级竞赛集训
的观摩学习，还加入了带领学员去移山重
工等20余家企业实地参观调研的内容，兼
顾学员学习能力、应变能力的打造和工匠
精神的锤炼。
“今年，我们在课程中打开了智能制造技

术发展的接口，为学员未来自我技能提升打
开通道。”王传龙告诉记者，“总书记非常关心
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这为我们的工作指
明了方向。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我们就培训
什么；企业用到什么，学员就考核什么。我们
的目的就是将教学与生产紧密结合，促进学
员在实训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

2018年以来，天津在全国首创工匠涵养
班，面向全市选拔高职毕业学年的学生，由全
国技术能手、国家级技能大师等高水平师资
进行授课。“我们采用小班化、工厂化、模块
化、项目化培养模式，对标国家职业标准、产
业发展、企业需求等开设培训课程，培养技艺
精湛的高端技能人才。” （下转第3版）

“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
——再访中国（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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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茱莉亚学院·天津音乐学院茱莉亚研究院首届

硕士研究生合影留念。（照片由天津茱莉亚学院提供）

据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记者 谢希瑶 王雨萧）扩内
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外贸高
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现更高水平开放和更高
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宣传部20日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第五
场新闻发布会，聚焦“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
这十年，我国扩内需促消费取得新进展，消费模式不断创

新，网络零售市场发展壮大。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13.1万
亿元，比2012年增长9倍。2021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10.8万
亿元，占社零总额比重达24.5%，规模居世界第一。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自2013年起，我国连续9年成

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网购用户十年内呈现爆炸式增
长。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8.12亿人。
快递服务业发展迅猛，2021年超过了1000亿件，是2012年的
近20倍，业务量位居世界第一。
全国网上零售额十年内快速增长是我国消费潜力加速释

放的体现。盛秋平说，2021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消费多年
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
这十年，我国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最终消费支出由2012年

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由51.1%提升到54.7%。2021年我国消费品进口额
达1.7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倍以上，占进口总额约10%。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聚焦“打通内外贸，构建双循环”

全国网上零售额十年内增长9倍

■本报记者 王睿

当“智慧之光”照进现实，李品媛的感受
是：“它比想象中更‘美’，而且，有‘温度’。”
“85后”李品媛算是生态城的“土著”了。
“2015年刚搬来时，我们小区周边大多

是空地，很多配套设施还在建设中。”李品媛
对记者说，你看这几年，生态城变化多大，已
经是人人向往的智慧城市了，各种智慧设
施、智慧场景，多到数不过来，还老“上新”。

作为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智慧”
一词，被多次写进生态城的工作报告：培育
智能产业、开发智能家居、发展智慧医疗、
打造智慧交通……一连串的利好消息，给
蓟运河畔、彩虹桥边的这座新城戴上了“光
环”，也让这里的居民有所期待。
智慧城市是什么样的呢？
李品媛从生活中的发现和实践中道出

了答案。“以前认为和‘智慧’相关的事物都
很‘高大上’，但是在生态城，智慧元素非常

接地气，就在你身边，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
很实用、很便民、很有趣。它扑面而来，和我
们亲密接触。”
“马路上有会说话的智能垃圾箱，叫‘小

智’，孩子可喜欢了，一路过就和它‘对话’：
‘树叶是什么垃圾？塑料袋、废铅笔头呢？’
‘小智’有问必答，然后孩子把垃圾投进相应
的箱子，特别有成就感。”李品媛笑称，想想前
些年，垃圾箱在人们的印象中又脏又臭，放完
垃圾恨不得快速闪离，可现在，它干净、智能，
像个机器人，孩子都想把它带回家。

用李品媛的话说，智慧设施总能制造惊
喜，是生活中的“小确幸”，每每有新发现，她
一定带着孩子赶紧去体验。

在中新友好图书馆，李品媛列举了几个
“智慧神器”：室内定位导航小程序、智能盘点
机器人、智能分拣机器人、汽车穿梭还书柜、
移动借阅机。“如果找不到要借的书，告诉机
器人，它帮你搞定；停车场的汽车穿梭还书柜
24小时开放，尤其在疫情期间，可以不下车、
无接触还书。”

还有一些智慧细节也是李品媛的“心头
好”，每次开车出门都让她感到很贴心。“车流
量大的主干道设有指示屏，屏幕显示前方路
况怎么样、用不用绕道，能提前做规划；如果
有应急车辆经过，交通信号控制系统自动对
路口信号灯进行远程干预，保障车辆优先绿
波通行。” （下转第3版）

智慧生活 扑面而来

左图 李品媛和孩子跟智能垃圾箱“小

智”互动。 （照片由生态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