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叶“绿肺”润泽生态和谐隽美

六月的津南，天蓝如洗、绿树繁茂、
湖水轻吟、众鸟啁啾……一幅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美景徐徐铺展。“绿色
生态屏障就像是天然‘氧吧’，在这里呼
吸着新鲜空气，感觉身心无比畅快。”绿
色掩映下，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这片
“都市森林”，或扶老携幼享受浓郁空气
负离子，或三五成群在姹紫嫣红、争奇
斗艳的花海中驻足拍照、流连忘返。

作为全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的“主
战场”，自2018年初开始，津南区便全
面拉开了建设序幕，接连发动造林绿
化、水生态环境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十大战役”，区领导每月督查进度、
查验质量，各职能部门拿出“绣花”功夫
精雕细琢，克服土地盐碱、地势低洼等
不利因素，保障绿屏建设如期推进。

四年来，区域新增造林绿化面积
6.4万亩，管控区林木覆盖率达到25%，
蓝绿空间占比达到64%，绿屏·咸水沽
湾、辛庄湾、双桥河湾满目苍翠、湖光旖
旎，八里台湾、小站湾、葛沽湾绿野环
绕、林水相伴，“水丰、绿茂、成林、成片”
的写意美景渐次展开。

城市绿了，河水清了，生态环境也
在悄然变化。据气象部门监测，绿屏带
来的“增湿降温”作用明显，天津中心城
区东南部已降温0.2℃-0.4℃，增湿2%
左右，有效阻断了“津城”“滨城”超大热
岛和超大干岛形成；2021年全区PM2.5
平均浓度为41微克/立方米，较2017年
同比改善33.9%；动植物群落逐步恢复，
绚丽海棠、金枝槐等30余种乔灌木错
落有致，天鹅、白鹭等50余种野生动物
栖息繁衍，生态体系日渐丰富。

光有森林绿地还不够，为持续提升
生态“含绿量”，津南区大力引育新动
能，海尔互联工厂、华海清科等一批“高
精尖”项目落地开花，全区规模以上工
业战略性新兴企业达到164家；域内31
个未拆迁整合村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农
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投入运行，污水管
网改造、煤改清洁能源等工程相继实施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融共
生，涵养出一幅蓝绿交织、产城共融、村
美民富的绿色画卷。

昂首启航 跨步拥抱“会展时代”

盛夏时节，满目芬芳。登高远望，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二期建设项目恢
宏挺拔：16座展厅与中央大厅齐整伫
立，凝成一片皎洁，与空中湛蓝交相辉
映，蓄势腾飞。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3000余
名建设者坚守岗位，铆足干劲、有条不
紊、挥汗鏖战，夺取着一个又一个建设
节点。据悉，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二期
工程建筑面积近60万平方米，包含中
央大厅、16座展厅、贯通东西两区的交
通连廊，其中，中央大厅增设可以同时
容纳 2000 人的国家会议中心。现阶
段，展厅与连廊区域的屋面、幕墙建设
已经完成，正在进行室内精装；中央大
厅主体结构已于今年年初完工，正在进

行附属结构施工。
作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承

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载体，
中国北方最大的国家级会展中心——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一期工程于
去年6月在万众瞩目中如破茧之蝶，乘
着首展的东风，惊艳亮相，带来了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联动效应，津南
区昂首挺进“会展时代”。

自2021年一期投入运营以来，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共举办展览、会议等
项目17场，其中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
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签约意向合作协
议达267项；2021中国国际汽车展成交
额突破30亿元，吸引客流约63万人次；
第105届全国糖酒会刷新了秋季糖酒
会历史展览规模的记录。

为了保障展会的顺利举办，津南区
将“拥抱会展 共赢津南”理念渗透到了
方方面面，成立指挥部，组建15个工作
组，围绕安保、防疫、市容、交通、营商等
十多个方面，为每场展会开展相应的服
务保障，让会展经济与津南发展同频共
振，让广大客商尽享津南发展活力和优
质营商环境。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
限责任公司展览部副总经理宋明春表
示：“通过半年多的运行，在满馆启用的
状态下，我们对周边的住宿、交通、餐
饮、物流等都进行了全方位的测试，展
商和观众非常满意。”
“办好一次会、激活一座城”。会展

经济的成功入驻，不仅为津南带来了新
活力，更带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撑。
目前，津南区已出台《津南区加快建设
会展经济功能区实施方案》，创新引育、
升级服务、优化政策，全力打造科创会
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

产教融合 海河南岸蓄“智”育新

五年来，津南区坚持创新驱动、聚
焦产教融合，依托教育链、围绕产业链、
开发人才链、打通创新链，在加快推进
创新发展聚集区建设上不断蓄积新动
能，释放新活力。

去年年底，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科技园正式开园，首批40家企业及项
目入驻签约。定位于“科学家合伙人”，
大学科技园引进了汇聚“长江学者”、杰
出青年等优质智力资源的运营方，聚焦
智能交通、智慧职业教育、智能制造及
装备、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加快实
现由“智”变“金”。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核
心团队运营负责人周文波介绍说：“得
益于津南区提供的5000平方米创新空
间，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团队刚一进驻
就开始了智能电动汽车高低压技能培
训设备的测试与研发。区科技局还承
诺将在未来三年每年给予200万元运
营经费补贴。”

打造大学科技园，是津南区培育新
动能“策源地”的重要招法，目前，津南
区已签约启动天津大学、天职师大2家
大学科技园。

为深度融合产教资源，大力培育创
新载体，津南区一面深化海河教育园区

体制机制改革，一面充分发挥重点实验
室、技术创新中心、产业研究院等平台
要素支撑作用，建设一批产业协同创新
综合体。支持海教园人才创新创业，引
进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高校人才注册
创办企业77家；进一步强化众创空间、
孵化器建设，6家市级众创空间，引育初
创团队和企业370余家，4家市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累计在孵企业233家。

如今，华为（天津）物联网创新中
心、天津海尔洗衣机互联工厂、华海清
科等行业领军者异军突起；安博津南国
际仓储物流园、乐歌天津现代电子商务
产业园等“国际品牌”加快建设；海棠众
创大街活力迸发，阿里云创新中心（津
南）基地茁壮成长，“天南科创谷”项目
加速建设。天津大学的“内燃机复合循
环”“腹腔微创手术机器人”等6项成果
荣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南开
大学在有机光电材料、拓扑光子学领域
取得新突破。

目前，津南区正在积极营造“产学研
用金、才政介绿云”十联动创新发展生
态，以海教园等优势区域作为核心区、起
步区和龙头抓手，针对市场化、产业化、
场景化需求，在各细分领域中着力匹配
政策供给，全力打造创新发展聚集区和
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科技创新高地。

发力“双碳”城市“绿”动生机盎然

1座加氢站、10辆氢能重卡……荣
程集团成功搭建全市首条闭环氢能运
输示范应用场景。经过8个多月的“氢
装上阵”，这个氢能源项目运行平稳高
效、减排降碳作用突出，截至今年3月
份，氢能源车辆累计加氢2600余次，行
驶里程34万公里，累计实现减排二氧
化碳311吨。

昔日的“能耗大户”，今日正逐渐转
型为低碳绿色典范。目前，荣程集团已
累计投入超50亿元，率先完成超低排
放治理，吨钢碳排放达到国内领先；实
施屋顶光伏、余光互补等光伏发电新能
源项目建设，自发电比例达60%；投资
1.2亿元新建两条铁路运输专线、封闭
式站台和集装箱运输专线，成为天津市
唯一具有多条铁路专用线直接进厂的
钢铁企业；建设生产余热城镇供暖工
程，已形成 300万平米规划供热的能
力，为城镇取暖减碳9.6万吨……

企业在推进“双碳”工作中尝到了
甜头、找到了出路，工业园区同样也在
向“双碳”发力。在津南区八里台镇，一
个5G智慧安全“双碳”园区定制平台，
既能实现园区管理智能化又能实现企
业经营低碳化，成为工业园区“双碳”实
践的“样板”。该平台以物联网、5G、人
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一方面对园区内
智慧路灯、绿色光伏、智慧天眼、污水排
放、生态监测等10个板块进行智能管
理；另一方面还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减
碳方案，对企业用电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并根据用能数据进行节能改造，助
推企业向能源低碳化方向加速转型。
目前，平台已经覆盖园区512家企业，
对230家企业实现了能源托管。

荣程集团和5G智慧安全“双碳”
园区，只是津南区持续探索并推进“双
碳”发展的一个缩影。津南区以“两
加、四减”为主攻方向，打造了一批绿
色低碳示范品牌，跑出了争创天津市
“双碳”工作先行示范区的“加速

度”——在全市率先成立区级“双碳”
创新发展促进中心，打造以联想佳沃、
小站稻为先行示范的现代绿色农业项
目，探索绿色生态屏障碳汇试点，建设
国家会展中心绿色展馆，开展燃煤锅
炉改燃项目，实施屋顶分布式光伏发

电项目，持续创建“低碳机关”“低碳商
场”“低碳村居”“低碳学校”……绿色
发展理念逐渐融入城市血脉，低碳生
活方式愈加深入人心，津南也更加
“绿”意盎然。

枝叶关情“妙笔如椽”绘写民生

“从登录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信息平
台申请临时救助，到拿到救助金才花了
3天的时间，特别快捷、贴心。”北闸口镇
低保户刘广华（化名）感慨道。

近年来，津南区社会救助体制机制
日益健全、社会救助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不仅搭建起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信息平
台，让社会救助实现了从“被动申请”到
“主动发现”，从“单一型”向“多元化”的
质变，还设立了1000万元社会救助专项
资金，救助生活困难“边缘户”以及特殊
民政救助对象；开展“筑基”工程——城
乡困难群众排查解困专项工作，做实做
细排查后续救助转介工作……确保兜
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聚焦“一老”，情暖夕阳。津南区持
续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探索出了智
慧化管理、短期托老、“物业+”、医养结
合等多种助老服务新方略。目前，全区
64家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开展社会
化运营改革试点54个，设立老人家食
堂113个，全区为老服务更加专业，照
护水平愈加精细。

优化配置，做强教育。津南区积极
引进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采取与市级重
点中学天津市实验中学集团化办学，与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高等
院校合作建设高等院校附属学校，“牵
手”河西区、南开区开展教育全面战略
合作等方式，积极促进教育基础设施的
配建与完善，扎实推进优质校园高质新
建与优化升级。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
新建住宅小区高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
五年来，全区新增公办幼儿园21处、民
办幼儿园38所。

扶残助残，直抵人心。作为津南区
助残的品牌项目，于2019年3月成立的
阳光天使之家致力于“为贫困残疾儿童
提供优质康复服务”，依托界内知名康
复师各自细分领域和专业特长，开展了
PT（运动治疗）、OT（作业治疗）、ST（言
语治疗）等10余项康复课程。目前共
收治患儿168名，30余名脑瘫患儿走进
幼儿园及小学的校园，20余名患者恢复
了言语和行走能力。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津南区
还从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居住环境、提
升医疗水平等领域展开全方位、革命性
变革。搭建直播带岗、“海棠绽彩，职等
你来”主题招聘会、就业云超市等就业
平台，助力企业与求职者之间的“双向
奔赴”；通过加装电梯、拆违治乱、“补
妆”绿植、旧楼改造等系列工程，不断美
化、“靓”化居住环境；相继将津南医院、
津南中医医院迁址新建，“改头换面”、
淬炼“内功”，构建起了满足全程诊疗的
服务体系……一张民生保障网，正在津
沽大地越织越密！

通讯员 沈欣 刘静男 董莹莹

奋进津南：踔厉笃行 厚积薄发
五年栉风沐雨，深耕绿色生态，美丽加速蝶变。

五年创新竞进，笃定绿色发展，收获硕果累累。

又值夏花绚烂，“津”“滨”之间的“黄金宝地”——津南区，翠意盈盈，如一粒明珠嵌入全市“绿带”；活力缤纷，似一顷春波漾起日新万千。

五年来，津南区积极拥抱新时代，把握大格局，加快建设绿色生态示范区、会展经济功能区、创新发展聚集区，积极创建“双碳”工作先行示范

区，在转型发展中苦练事功，在笃定创新中踔厉奋斗，打造生态屏障，铺实绿色底色；拥抱会展时代，锻造发展引擎；凝聚智慧合力，深挖创新潜

能；关注人民期盼，上足幸福成色，坚毅迈向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 国家会展中心

■■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

■■ 津南区小站稻千亩稻田

■■ 津南“阳光天使之家”

■■ 绿屏·八里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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