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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
年6月21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6月21日0时至24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
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
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6月14日（含）以来途经辽宁
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48小时
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
得前往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抵津前14
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将以“云”模式
开启，XR、AI、3D、动作捕捉、区块链、大数
据等最前沿的技术将汇集大会，“用数字
技术、智能手段提升大会的含‘智’量，本
身就是办好大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昨天，
在我市举办的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新闻
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这样说。

嘉宾有增无减 论坛精彩纷呈

在大会影响力和人工智能科技的双重
“加持”下，今年参会的国内外重量级嘉宾
有增无减，来自主宾国英国和大会重要合
作国家以色列的外交使节，诺奖、图灵奖得
主，两院院士，智能科技领域世界500强知

名企业家等都将参与探讨AI与经济、人文、
生态、社会治理等领域的热点话题。“本届
大会聚焦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
经济重要论述和致第三届世界智能大会
贺信精神，从参会嘉宾构成看，数字领域
的专家、企业家比例大幅提升。”发布会
上，相关负责人称。

大会期间将举办30场平行论坛，其中
包括与相关国家部委围绕人工智能伦理、
车联网、5G+工业互联网、智能媒体、城市
能源等主题举办的15场高峰论坛。“在论坛
设置上，首次举办人工智能伦理高峰论
坛、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加速数字技术
与国家重大战略的融合，探索数字应用新
趋势，展现数字技术新成果，凸显大会的
引领作用。”相关负责人称。

在“云展”方面，将统筹划分6个展区，

包括科技创新与国际展区及美丽滨城展区、
智慧城市与信息技术创新展区、智能制造与
建造展区、智慧生活与科普展区、智慧交通
与物流展区、智慧城市与智慧能源展区。同
时，特别设立了英国主宾国展区。目前，共
有256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包括华为、腾讯、航
天科工、中国中车、史赛克等22家世界500强
企业，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30余家大学和科研机构。

前沿技术汇集 体验身临其境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的“云”模式，是由
众多领先数字技术来支撑的。

比如在“会议”环节，将首次聚合XR、AI、
3D、动作捕捉、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目前
最前沿的技术，打造开放多元、低延时、高沉浸

的元宇宙主会场，所有参会嘉宾都可以设定自
己的专属虚拟分身形象，在元宇宙会场中邂逅
相遇、同屏互动。这样的高科技还应用在智能
体验环节，比如中新天津生态城360度全场景
的智能生活体验、世界一流智慧港口的全流程
探秘以及津味民俗的“非遗”展示等。以中新
天津生态城智能生活体验为例，该体验场景是
在汇聚数亿条数据的基础上打造的。

再比如在“展览”环节，以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建模，运用虚拟现实、大数据等现代信
息技术，打造全景立体式云展示新平台，让观
众体验到触控操作游览、线上3D虚拟漫游、
沉浸式全景展示等奇妙感受。

在“赛事”环节，已连续举办5届的世界智
能驾驶挑战赛“云”上仿真赛引入多维高精度
仿真工况测试；信息安全赛引入网络虚拟靶
场，供赛队完成线上渗透测试。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记者从昨天我
市召开的相关发布会上获悉，第六届世
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将通过线上“云”
展方式举行。大会组委会为观展观众特
别设置了“观展闯关抽奖”活动，根据在
线观展时长，抽取获奖观众，给予笔记本
电脑、手机、录音笔或大会纪念品等不同
等次的物质奖励。

本届智能科技展突出展示智能科技
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面向全球邀请领
军企业，以及代表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
企业参与展览，全面展示高、精、尖产品
及技术，体现智能科技领域的前沿、高端
与权威性成果，展现天津人工智能先锋
城市建设的成效。

目前，参展企业与机构达 200 多
家，将有部分尖端“黑科技”首次亮
相。观众可通过PC端网页、手机端小
程序等多种方式线上逛展，提前进入
未来时代。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近年来，滨海新
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
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的重要论述和致第
三届世界智能大会贺信精神，坚持把发展
智能科技产业作为落实“双城”战略、加快
美丽“滨城”建设的重要举措。截至目前，
滨海新区已聚集智能科技企业1000余家，
智能科技产业产值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30%，滨海新区被评为全国首个“国家人工
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第六届世界智能

大会期间，将有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的55个项目与滨海新区
集中签约，投资总额510亿元。

出席昨天我市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新
闻发布会的滨海新区副区长梁益铭介绍，
滨海新区充分发挥世界智能大会开源开放
的支撑作用以及大会共创共享的平台，着
力壮大智能制造与工业互联网、智能医疗
与健康、新能源汽车、智能文化创意等优势
产业，积极培育智能驾驶、智能机器人与无

人机等新兴领域，加快构筑智能产业新高
地；加强与国际知名智能科技企业、国外顶
尖科研团队的交流对接，围绕智能科技产
业重点方向和重要领域，推进国际合作，加
快全球科技、人才和金融等创新要素向滨
海新区聚集。
“滨海新区还以会旺城，每年都在世界智

能大会推出一批智能技术产品和智能应用场
景，包括联想、360、紫光在内的一批重点企业
都在大会展示最新的智能科技产品及应用。”
梁益铭介绍，“中新天津生态城作为全国首
批智慧城市试点，推出了城市大脑、智慧小
区、智慧交通、智慧图书馆、零耗能小屋等一
系列智能化、现代化应用场景，已成为世界智
能大会永久展示基地。”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伴随着世界智
能大会的举办，天津在国内率先举起发展
智能科技的大旗。5年时间过去，天津打造
人工智能先锋城市行稳步坚，2021年，智能
科技产业营业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和限额以上信息服务业的比重达24.8%，同
比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电子信息制造
业全年累计完成产值1847亿元，增加值累
计增长9.1%；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2634亿元，同比增长15.2%，打造
了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昨天，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
局长尹继辉在我市举办的第六届世界智
能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政策引领、
创新驱动、项目支撑、人才汇聚等各因素
同向发力作用下，天津已形成以人工智能
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引领、以智
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新型智能基础设施
为关键支撑、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智能
科技产业，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助力高
水平改革开放、服务高效能治理、赋能高
品质生活的重要力量。

产业体系日趋完备

5年来，经过深耕细作，我市智能科
技产业企业、项目、人才加速集聚，信息
技术应用创新、大数据与云计算、机器
人、车联网、智能终端、先进通信等9大优
势领域快速发展。信创产业构建起
“CPU、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整机
终端、超级计算、信息安全服务”的完整

信创产业体系，形成了天津信创整体解决
方案。以飞腾CPU+麒麟操作系统为代表
的“PK”体系，市场占有率接近80%，成为国
内主流技术路线；中芯国际成为亚洲最大
的8英寸芯片生产基地，中环领先、46所在
全国半导体材料领域占主导地位；华海清
科、唯捷创芯、南大通用等一批上下游优质
企业飞速成长。

创新能力持续攀升

信创海河实验室建设揭牌运行，中国
“信创谷”、“智汇谷”、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
战略研究院、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国家智
能社会治理实验基地等优质载体在我市拔
地而起；华海清科、光电通信、卓朗科技、未
来电视4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纷纷亮相；
飞腾信息技术、恩智浦半导体、深之蓝、晨天
自动化、华来科技等一批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快速成长。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成功获批，成为国内唯
一拥有双先导区的城市。“天河三号”百亿亿
次超算、华海清科12英寸抛光设备、“神工”
脑机交互系统等一批津版“独门绝技”填补
空白。不久前“天津号”纯太阳能车作为天
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重大科技创新攻关成
果正式发布，为强化创新战略支撑注入“新
活力”。

智能制造纵深推进

我市大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出台《天津市促进智能制

造发展条例》，成为全国首部智能制造地方
性法规。深入实施智能制造专项资金政策，
累计支持八批2998个项目，全市安排资金
91.9亿元，带动投资超过1200亿元。建成丹
佛斯、海尔5G工厂等200个智能工厂和数字
化车间；培育了紫光云、中汽研、宜科电子等
一批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工业企业上
云超过8000家；打造了涵盖智能制造装备及
产品、工业软件及控制系统、智能制造专业
服务等领域的产业体系，成为支撑制造业立
市的“新动能”。

智能网络全面覆盖

我市加快建设智能网络，这些年累计建
成5G基站4.5万个，实现全市城镇区域全覆
盖。家庭千兆光纤网络覆盖率等3项指标全
国第一，宽带用户下载速率跃居全国第二，入
选全国首批千兆城市。空港数据中心等4个
数据中心入选首批国家绿色数据中心，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9个DCMM（数据管理能力成
熟度）试点地区，国家级试点示范项目位列全
国第二。中新天津生态城打造全场景智慧
“城市大脑”，入选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建设试
点、首批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示范城市，为
智慧城市创新贡献了“天津方案”。天津港成
为全球首个无人操作的智能码头，达到两个
“全球第一”、两个“国内领先”，为世界智慧港
口建设提供了“天津模式”。智慧能源小镇在
国内率先建成“生态宜居”“产城集约”两种典
型智慧能源示范城镇，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目标贡献了“天津智慧”。

“云”办会“智”量浓
——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看点多

天津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
去年智能科技产业营业收入占比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由天津市政府
主办、市卫生健康委承办的第六届世界
智能大会“数字健康高峰论坛”将于6月
24日在“云”端开幕。本次高峰论坛以
“数字新健康 创造新未来”为主题，以
“健康中国”和“数字中国”战略为指引，
聚焦“互联网医院”“数字抗疫”“健康医
疗大数据”等内容，展示天津在国家智
能社会治理实验特色基地（卫生健康）
以及“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建设取得
的成果。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中电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将受邀出席并发表《数据为民 主动
健康 打造现代数字健康城市》主旨演
讲；天津市环湖医院相关负责人将受邀
发表《基于信创工程的医院一体化数字
医疗服务平台建设》主旨演讲，展示环
湖医院建设历程、学科特色以及信息化
建设成效。

聚焦“健康医疗大数据”等内容

数字健康高峰论坛

明日亮相智能大会

聚集智能科技企业1000余家
滨海新区获评全国首个“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孙毓彤）
走进正在进行土方作业的工地现场，既没有飞
扬的尘土，也没有刺耳的隆隆噪声……近日，
中建三局天津市人民医院扩建三期工程（住院
楼）项目防尘天幕系统启用。该项目是我市首
个采用防尘天幕系统的工程，投用后将极大降
低扬尘污染、噪声污染，改善作业环境。

“土方开挖是施工中最容易产生扬尘的
环节，我们在保证施工效率的同时，采取多
种举措降尘、防尘。”项目经理商栏柱介绍，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核心区域，紧邻医院住
院楼及居民区，同时基坑开挖深度大，如果
采用传统的防尘网覆盖，在挖掘和运输过程
中都需要将网布揭开，难以解决扬尘问题。”

该防尘天幕系统通过滑轮等装置，既
方便移动推拉又方便固定。防尘幕展开
时，能够将基坑上方完全遮挡，回缩后又方
便吊卸材料入坑。“防尘幕布能覆盖整个基
坑地下工程，使工地施工瞬间变成‘室内作
业’，预计可减少约九成外溢扬尘量。”项目
技术总工温永刚说。

天津市人民医院扩建三期工程（住院
楼）项目总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建成后
住院楼设计床位606张。目前，项目正处于
基坑施工阶段，预计2023年春节前完成地
下室结构封顶。

人民医院扩建三期（住院楼）项目上线环保“神器”

首个防尘天幕系统撑起“绿色保护伞”

照片由中建三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张璐）海河实验室创新联合体昨天正
式成立。据了解，创新联合体首批已吸引117家成员单位
加入，包括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关产业链企业、金融机构
以及科技创新服务机构，标志着海河实验室向更高水平
迈进。

我市5家海河实验室全部揭牌运行以来，涌现出一批
重大原创性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既有人工合成淀粉
等“从0到1”的突破，又有宣肺败毒颗粒等“从1到N”的转
化，成为提升我市自主创新策源能力的重要支点。

海河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实行双主席制，首任主席由
“人民英雄”张伯礼院士和市科技局主要负责同志共同
担任。

市科技局实验室工作处处长谭振东表示，按照“重
在应用、瞄准产业”的建设方向，5家海河实验室瞄准科技
赋能重点产业发展，力争从科技创新源头解决“卡脖子”
难题，已紧密对接、服务百余家企业，与一批产业链企业
达成战略合作意向，联合开展技术攻坚。海河实验室第
一批已立项119个项目中有80%以上的项目面向产业，支
撑服务天津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制造业立市。

聚焦天津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
新的主要策源地，海河实验室创新联合体的成立，将营
造“政产学研用金服”开放活跃的创新生态，推动跨领域
协同、跨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发展。

海河实验室的建设离不开金融“活水”。目前，国开
行天津分行已为海河实验室累计提供“研发贷”“科研基
建贷”超过15亿元。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我市“组团式”支援甘肃
省7个乡村振兴重点县人民医院的35名医疗队员从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启程，飞往甘肃省兰州市。

按照中组部和国家卫健委指示要求，我市医疗系统承
担甘肃省环县、镇原县、秦安县、静宁县、古浪县、临潭县、舟
曲县和天水市麦积区8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县人民医院帮
扶任务，每个县人民医院帮扶团队由5人组成，其中舟曲县
人民医院支援人员之前已到位。参加该项任务的医疗队
员来自我市蓟州区、武清区、西青区、津南区、东丽区5个区
卫生健康委和医大二院、南开医院等21个医疗单位。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先夺表示，“组团式”支援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县人民医院是党中央、国务院“十四五”时期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的重要任务，也是高质量发
展阶段的重要举措。各支援医院、支援队员将因地制宜探
索多渠道、多元化精准帮扶新路径，以医疗质量、医疗服
务、人才培养、临床科研和医院管理提升为重点，持续加
大造血能力，保持“组团式”健康帮扶天津模式先进性。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对
节目中曾报道过的问题进行回访、追踪、问效，邀请静海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分享办好民生实事的经验。

静海区曲庄子村北侧部分乡村公路破损严重，影响
群众出行。今年3月《百姓问政》节目关注后，属地唐官屯
镇将这一问题列入本年度“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倒排
工期，紧盯进度。区水务局协助镇里推动道路整修工
作。6月中旬，各项前期工作准备就绪，施工机械正式进
场，预计8月中旬该道路具备通车条件。

本期节目还邀请了红桥区副区长密松及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围绕小区楼牌缺失、模糊不清，造成群众生
活不便等基层治理中的短板、弱项，一起推动解决。密
松表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切实转变作风，用绣花
的精神治理好这座城市，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为进一步强化疫情监测预警，加
强本土疫情隐患排查，及时发现隐匿感染和传播风险，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6月21日19时起，我市
开展了全域全员核酸检测。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
至22日17时，此次检测已全部完成，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全市未发现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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