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扬帆数字“新蓝海”河西奋进正当时
2019年5月，网信大厦暨天津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中心挂牌亮相；

2020年末，网信大厦企业入驻率超80%，营业额逾7个亿，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聚集区初具规模；

2021年，以新八大里数字经济聚集区为主体的“河西区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被纳入全市数字经济发展“两谷两园两区”布局；

截至目前，河西区数字经济企业超1500家，年营业收入超90亿元。

从零到一的突破，从有到优的蝶变，河西区每一步走得勇敢而坚定，处处折射着转型升级、跨界破界的高质量发展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数字经济意义重大，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

发展方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在激浪中敢立潮头，河西区立足天津市“一基地三区”功能定

位，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大力培育数字经济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使其成为激发经济增长

新动力。随着一个又一个优质企业项目顺利落户，业态潜力不断释放、产业基础日渐夯实，数字经济正以迅猛发展之势有力撬动河

西区创新发展引擎，逐步成为城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今年一季度，实现营收超15亿元。

作为“变道超车”“换车超车”的一
项战略选择，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经
成为河西上下的共识共为。这份坚
定，来自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制度设
计的对标一流、探索实践的争做标杆。

河西区紧跟党中央和市委步伐，加
强顶层设计和政府引导，出台《河西区支
持企业引进和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
《河西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扶持
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从新八大里
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区入驻、企业发展
创新及大数据、软件研发、云计算、智能
制造、区块链、游戏开发等数字经济产业
标准制定、知识产权示范等方面予以扶
持，让企业在成长期“轻装上阵”。同时，
河西区积极探索政企合作新模式，采取

“政府主导+行业管理+产业促进”模式，
在楼宇租用成本、产业配套政策、行业服
务管理、招商引资渠道等方面协同发力，
为数字经济发展提速赋能。

乘势而上，今年，河西区研究制定
《河西区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2-2024）》，锚定坐标绘就数字经
济发展蓝图。未来三年，力争数字经
济产业营业收入到2024年突破200亿
元，比2021年翻一番；力争数字经济企
业规模超3000家，比2021年翻一番。
在区块链、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重
点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
业，以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
区为核心，基本建成在全国具有影响
力的数字经济聚集区。

顶层设计引领 数字经济浪潮迭起

引进来 留下来 数字经济“朋友圈”扩大

京东科技公司是第一家入住河西
区网信大厦的企业。在短短两年多的
时间，河西区持续深化与京东集团的
战略合作，依托京东品牌的生态资源
整合能力和产业链赋能服务，引导聚
集100余家具有代表性的数字经济企
业，形成具有十亿级产值规模的新产
业集群。而这正是河西区构建数字化
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的缩影。

截至目前，河西区数字经济企业
超1500家，涵盖数字产品制造业、数
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
要素驱动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5大
类，软件开发、互联网相关服务、信息
技术服务、互联网平台、互联网批发零

售、数字内容与媒体等27小类，集聚
了津贸通、京东等平台型、生态型企
业，航天长峰科技等科技型企业，微医
乐问、中交智运等数字化应用企业，青
蛙视频、吉祥印象等互联网新媒体小
微企业以及鑫恩华、大数据协会等创
新孵化载体及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
打造了天津市区块链技术创新中心、
京东云（天津）创新中心、天津市“电子
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等
平台载体和协会联盟。多元丰富的数
字经济主体逐步构建起产业集群发展

雏形。
凤凰展翅乘风起，千帆竞发景

色新。河西区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正逐步打造以
中交京津冀区域总部、中交智运等
为代表的中交系产业生态圈，以南
水北调东线二期筹备组、华润电力
华北大区、河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等为代表的“水电”产业生态圈，
以航天长峰、航天中认等为代表的
航天产业生态圈，塑造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黄金承载地。

从无到有，从一座楼发展到一个
区域，在政策生态、载体空间、环境品
质的叠加乘数效应下，河西区数字经
济发展迈出从量变到质变的坚实步
伐。“我们正在考虑数字经济产业聚集
区的延伸和拓展，紧临新八大里地区
的陈塘科技商务区，8.6万平方米的中
交智运总部大厦、4.7万平方米的中交
二公局城建公司总部大厦、16.8万平
方米的中交京津冀总部大厦正在建
设。”在区委常委、副区长穆生军的话
语中，一幅以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
主题园区为核心，建设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数字经济聚集区的新蓝图正在徐
徐展开。

优势产业聚集 数字经济新高地崛起

“落户河西区三年，我们的研
发部门基本已经整体迁移到了新
八大里这边。这两年发展是越来
越快，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主题
园也建起来了，我们算是元老
了！”北京东方金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天津河西区分公司负责人王
宝贤这样说，自2019年底入驻河
西，他亲眼见证着新八大里地区的
发展。近两年，河西区着力打造新
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园区
内多个优质楼宇、上百家企业所形
成的集群效应为东方金信的业务
拓展平添助力。

在新八大里地区打造数字经
济产业主题园区，是河西区引育新
动能、打造多业支撑产业结构的积
极探索。以黑牛城道两侧的网信
大厦、网科大厦、中国太平金融大
厦（双迎大厦）、五福大厦、北大资
源新文化中心五座商务楼宇为依
托，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
正日渐充实。“我们支持数字经济
的政策从网信大厦这一个点，已经
覆盖新八大里整个地区。通过复
制网信大厦模式重点打造的网科
大厦，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目前
已经入驻青蛙视频、明源科技等众

多数字经济企业，出租率达到
60%。除此之外，4.5万平方米的双
迎大厦、2.2万平方米的北大资源
新文化中心、5.7万平方米的中海
财富中心等高端商务楼宇，为数字
经济企业落地发展提供了优质的
载体支撑。”区委网信办主任尚凯
介绍道。目前，园区已经被纳入全
市数字经济发展“两谷两园两区”
布局，成为天津市打造数字经济产
业的重要功能区。克服疫情影响，
短短三年间，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超
过400家，其中，以航天长峰、中交
智运、京东科技、东方金信、凌霄工
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企
业280余家，天津市区块链技术创
新中心、天津市大数据协会等平台
载体和协会组织也入驻园区，助力
数字经济场景、应用、服务的全流
程提升。2021年度园区营业收入
超过40亿元，今年一季度，园区营
业收入超10亿元。

初夏，万木葱茏。距新八大里
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不远处，中交
智运总部大厦、中交二公局城建公
司总部大厦、中交京津冀总部大厦
正在如火如荼建设。更多“新八大
里”未来可期。

【亮点一】
……………………………………………………
新八大里数字经济产业主题园：跑出发展加速度
……………………………………………………

【亮点二】
…………………………………………
天津市电子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
创业联盟：做活人才引育大文章

…………………………………………
“多亏联盟为我们发榜公告，才促成

了我们与天津大学、天津飞眼无人机科技
有限公司达成项目额2.5亿元战略协议。”
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

2020年 12月 25日，天津市电子信
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成立。
作为市内六区中联盟主体作用的唯一
承载区，河西区将人才联盟建设上升为
全区战略，纳入每年2000万元的人才发
展专项资金资助范畴，制定《河西区引
进培育电子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实施办
法》, 聚才用才并举，着力打造数字经济
产业人才聚集高地。

河西区着力引入高校及相关产业
企业，扩大联盟现有成员数量，同时向
科技创新平台、金融机构等领域拓展，
不断丰富联盟生态。截至目前，联盟成
员单位由成立时的140余家达到目前
238家，已链接院士专家10位、高校院所
21家、电子信息与大数据相关企业240
余家，汇集工程师7218名，承担重大攻
关任务、攻克关键核心技术21项，达成
“揭榜挂帅”合作意向16项，省部级以上
科研平台38个。

河西区成立联盟工作领导小组，区
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构建“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联盟服务矩阵，征集制定
企业技术需求清单、人才需求清单、高校
供给清单，积极为联盟企业提供注册落
地、税务规划、金融支持、人才落户、办公
场地等全方位服务。梳理汇总人才需求
461人次，引进急需型人才302名。同时
探索“联盟+平台”联合协同，与中国北方
人才市场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通过国内重
点院校数字经济类人才校招、电子信息与
大数据类专业实习生培养等多种形式，不
断拓宽人才引进渠道。中交第一航务工
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水北方勘测设
计研究院、天津光电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中电科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等30余家联
盟内重点企业共发布数字设计、视频剪
辑、大数据建设与应用、软硬件开发等15
个专业400余个岗位需求。

万事万业，人才为先，河西区依托
天津市电子信息与大数据人才创新创
业联盟成立，不断引入人才“加速器”，
深度涵养产业生态圈，搅动起天津数字
经济的“一池春水”。

【亮点三】
…………………………………………

场景应用：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
在菜市场买菜，实时校对价格，通

过购物小票精准溯源；
学校的门前安保，食堂后厨等情况

在集成终端实时监控、一目了然；
城区老年群体的位置分布、年龄层

次、整体健康状况形成汇总，精细化推
进全区养老事业……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正逐渐成为我国
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近年来，河西
区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和市委部
署，以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反哺智慧城市
建设。依托高质高效发展的数字经济产
业，积极拓展线上经济、数字治理、数字生
产、数字生活等应用场景，持续推动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智慧城市建设的触角不断延
伸、布局日渐完善，在居民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全面构筑起新型数字生态网络。

河西区通过统筹区内各领域创新技
术应用场景，支持数字经济企业提升数
字化水平，积极参与政务服务、养老服
务、医疗卫生、城市建设等领域智慧城市
应用建设，带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东
方金信、微医乐问等辖区内数字经济龙
头企业进一步健全大数据产业生态链
条，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
用，在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能制造等
场景率先实现规模应用，到2024年，预
计打造规模达10亿元的产业链群。

新业态点燃新动能，数字经济同样为
城区传统产业插上转型发展之翼。凌霄
（天津）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持续服务德
龙、新天钢集团，深耕智慧制造和数字化
转型，助力集团业务变革和流程再造，实
现效率提升、创新发展；中交智运有限公
司自主研发电子证照管理系统，实现了对
浪潮电子证照管理系统的替换，探索运输
安全监管系统升级。传统产业在其驱动
下从“风生水起”到“集聚成势”。

数字驱动经济，经济带动生活，生活
衍生需求，从而推动数字经济产业进一
步发展……由此形成良性循环。当前，
河西区正行走在数字经济发展与智慧城
市建设互促共进的快车道上。未来，区
域信息基础设施将更加先进、数据资源
体系将更加丰富、公共服务将更加便捷、
产业结构也将更加优化，河西区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势能锐不可当。

拥抱数字经济，以河西福地引来
筑巢金凤。近年来，河西区着力释放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强大势能，主动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多次赴北京
开展科技创新、大数据产业相关招商
活动，上海师域、航天长峰、中交智运、
京东科技等一批有代表性引领性的数
字经济企业纷至沓来。连续举办两届
“数聚河西 智汇津门”创新创业大赛，
围绕智慧养老、智慧教育、区块链应用
等十大领域，征集参赛项目700余个，
优质企业相继落地，进一步拓宽了河
西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朋友圈”。

既要招得来、又要留得住，还要走
得远。在“河西就是品牌，人人都是环
境”理念引领下，河西区凭借优质的营
商环境，着眼人才引进培育和惠企服
务提升，量体裁衣护航数字经济企业
项目稳步发展。有效推进“海河英才”
计划，帮助企业开展“一对一”人才落
户服务，建起研发梯队。成立数字经
济服务专班，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

口，建成政务服务“一件事综合专窗”，
创新服务模式，解决企业难题，助推数
字经济发展走上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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