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景 数字乡村

本报讯（记者刘畅）芦台春酒酿造技艺是京津冀非物质文化
遗产。日前，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与天津卫酒集团共同设立“揭
榜挂帅”项目，组织力量对芦台春酒技术需求进行研究攻关和成果
转化，同时为企业提供科技顾问、人才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与传统科研机构不同，海河实验室不仅要解决从0到1的
基础研究，更注重从1到N的成果转化和项目落地。围绕我
市“1+3+4”重点产业领域和12条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海河实
验室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加速推进，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
融合，为制造业立市强化科技赋能。

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于去年11月成立，旨在突破合成
生物学领域重大基础前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并实现产业化
应用，打造合成生物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
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此次，双方将围绕低碳生物制造、未来
食品制造两大主题全面开展技术合作。“这次合作的基本原则
就是‘企业出题，实验室答题’。”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主任
江会锋表示，一方面，通过海河实验室聚集天津市科研院所和
高校研究成果为企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组织科研团
队进行集中攻关，为企业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

天津科技大学是合成生物学海河实验室共建单位和重要
科研力量。此次，天津科技大学也与天津卫酒集团达成了展
开科技攻关、知识产权联盟协作、推动成果转化，以及共建教
学实习实践与就业基地等一系列合作协议。天津科技大学党
委副书记、校长路福平表示，今后，双方将进一步开展科研、教
育、文化传播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构建学科链、创新链、人才链
与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新机制。

“揭榜挂帅”助“非遗”技艺新生

信息速递

区域产业链条完整 近港储运优势明显

创新工艺 津产饲料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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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

■ 本报记者 宁广靖 刘畅

再过2个多月，天津丰沃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丰沃生物）进口大豆高端灭
活加工项目二期将正式投产。届时，丰
沃生物每天大豆的产量将由现在的2000
多吨增加至5000吨，这些新鲜出炉的豆
子可以直接加在动物饲料里，将重点发
往京津冀市场。

天津饲料工业涵盖饲料加工工业、
饲料原料工业、饲料添加剂工业、饲料机
械工业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去年，
282.6亿元的进口大豆抵达天津。一粒
粒滚圆的大豆经过加工变成的饲料喂饱
了“鸡鸭牛羊”。

磁吸下游客户

每个月，大约6万吨进口大豆分批被
送往丰沃生物的仓库。按照海关对进口
大豆的检验检疫要求，这些大豆需要经
过专用灭活设备进行高端灭活处理，消
除检疫风险。“一般来说，大豆榨油这一
流程能实现防疫消杀的效果，但现在市
场上部分客户需要不出油的产品，所以
我们上了灭活加工的新工艺。”丰沃生物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进口大豆要通过
港口，离港口近，就大大提高了进货效
率。借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东风，丰沃
生物的产品可以很好地辐射到周边。目
前丰沃生物一天的出货量将近2000吨，
一半以上发往京津冀地区。

据了解，天津的饲料产品在质量上
一直保持稳定。2021年，天津饲料总产
量为241万吨，饲料样品抽检合格率达
99.38%。正因如此，京冀地区有不少养
殖场场主从天津购买饲料或饲料原料。
“现在每个月会进一二百吨豆子，拌上草
料喂猪牛羊，长膘。”震军农产品批发有
限公司负责人吴振说。

在河北省经营养鸡场的王先生也从
天津购买豆粕。每天早晨，王先生都用豆
粕、玉米等原料做好自拌料放到补料槽
中。“每天喂两三次，这几万只鸡一个月得

吃40多吨的豆粕，每个星期都要补货。”通
常，王先生仓库里都有十几吨豆粕的安全
库存，维持整个10来天的正常消耗。

据了解，2021年，天津的豆粕产量为
512万吨，它们被销往整个华北和山东等
周边地区。其中，京津冀地区销售占比近
70%。在业内人士看来，天津具有良好的
港口优势，这样的区位优势适合饲料行业
的发展。丁青松在河北省唐山市经营了
一家粮油购销站，她告诉记者，作为饲料
原料，加工后的大豆是购销站的热销产
品。“以前我从山东进大豆，运费120元一
吨。现在从天津进货，运费是 60元一
吨。一早装车，没有交通管控的话，3个
小时就到了。如果运输路途太长，运费
高，价格就不具备竞争力了。”丁青松说。

名企天津设厂

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了天津饲料企
业的发展。目前，天津饲料工业已形成现
代企业与现代畜牧业齐头并进，生产能
力、产业结构、产品质量同步优化的风

貌。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知名企业在天
津设立分厂。这些大型饲料企业注重高
科技的开发与应用，注重有选择、有针对
性地对目标客户进行营销，不仅重视产品
销售，更加入知识、养殖方案的销售，有着
资金、品牌、服务和宣传多方面优势，面向
的多是大型、集约化规模养殖场。

嘉吉饲料（天津）有限公司主要从事
乐恩贝品牌、普乐维美品牌饲料加工、销
售及技术服务。“我们主要生产畜禽添加
剂预混合饲料、浓缩饲料和配合饲料，业
务大多集中在京津冀、东北三省及陕甘宁
地区。”该公司总经理田涛表示，公司年产
量达7万吨以上，营业收入近5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相较于北京，天津
饲料产业产值略低，但产品种类、产量均
高于北京，而相较于河北省，产品结构更
加合理、完整，抗风险能力更强。京津冀
协同发展，对于天津饲料行业辐射周边
省市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天津饲料企
业更好地吸收北京地区的先进技术，提
高饲料产品整体水平，增加产值。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天津饲料产业已经

度过了初期快速发展阶段，现进入整合提升、提

质增效的新阶段。

近两年，畜禽饲养过程中减少或不使用抗

生素成为一种趋势，饲料行业进入“禁抗”时

代。天津饲料产业的替抗技术集成和产业化

配套技术初见成效，完成了部分单一替抗饲料

原料和添加剂筛选。重点集中在植物提取物、

微生态制剂、中草药制剂等潜在替抗产品技术

集成和产业化，研发出高品质、营养精准配比、

对抗生素有较好替代作用的新型饲料。与此

同时，企业调整优化饲料配方结构，促进玉米、

豆粕的减量替代，构建多元化饲料配方体系，

为保障天津饲料粮供需平衡、稳定粮食安全大

局提供技术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天津饲料行业的科技亮点

较为明显，新技术新应用落地情况也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以微生物制剂、酶制剂及

发酵饲料产品为特征的生物饲料增长迅速，助

推抗生素减量使用、饲料资源高效利用、粪污减

量排放。粉碎、膨化、膨胀等饲料原料预处理技

术广泛应用，提高了饲料质量。开发适宜于低

蛋白质日粮营养结构下的畜禽关键氨基酸平衡

技术体系，为企业降本增效。加大功能饲料产

品开发应用，包括畜禽产品安全控制及功能产

品研发、建立功能畜产品生产营养调控技术等。

可以看到，京津冀协同发展对天津饲料行

业带来了积极促进作用，天津可充分利用区位

比较优势，根据现代畜牧业布局规划，主要发展

沿海都市型现代畜牧业。坚持生产和生态协调

发展的原则，优化饲料产业布局，实现产业的有

序转移。天津可重点发展优质饲料添加剂等高

附加值产业。北京畜牧科技资源丰富，研究技

术人员集中，科研成果多。天津可通过参加会

议、科技人员双向聘用、合作开发新产品等方式

加强和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合作，共享科技

成果和科技人才交流，提升饲料科技水平。

张建斌

天津农学院动物科学与动物医学学院副教授

专家观点

921万亩林海为京津挡风沙

6月17日是第28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也是京
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实施20年。记者从北京市林业工作总站
获悉，20年来，工程已累计完成造林营林921.9万亩，筑起一
道京畿绿色屏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二十余年前，京城曾被风沙困扰，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

流域和南口、康庄被称为“五大风沙危害区”。北京从2000年
开始试点，2002年正式启动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通
过植树种草、退耕还林、小流域及草地治理、生态移民等措施，
恢复植被，涵养保护饮用水源，从而达到防沙治沙的目的。据
统计，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已完成营林造林921.9万亩，北京
山区森林覆盖率达到58.8%，比2000年增加19个百分点，京津
风沙源治理工程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测算显示，工程区
每年可减少水土流失量54.3吨/公顷，多种野生动植物重新回
到了人们的视野，京城大水盆——密云水库的水质也连续多
年保持在Ⅱ类标准以上。 据北京日报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数字赋能“智”享生活
——记者走进世界智能大会5G应用创新体验基地

悄然间，世界智能大会步入第6个年头。可以看

到，智能科技产业已经成为天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引擎。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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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比重达到24.8%。

2017年，也就是举办首届世界智能大会的那一年，

天津高擎智能科技产业发展大旗，并吹响了“天津智港”

建设的号角。近些年，在“天津智港”建设过程中，这座城

市通过“智能+”赋能百业，加速拓展智慧医疗、智慧养老、

智慧能源、智慧港口、智能制造、数字乡村等众多场景。

建设“天津智港”，这座城市有着明确的思路，即加快

发展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核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

引领、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以新型智能基础设施为关

键支撑、各领域深度融合发展的新兴产业。让人欣喜的

是，在信创产业方面，天津已经形成包括超算、芯片、操作

系统、数据库、服务器、网络安全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

按照此前规划，到2025年，天津智能科技产业营

业收入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和限额以上信息服务业比

重将达到30%。

6月24日，第六届世界智能大会将在天津举办。自2017年落地以来，世界智能大会不仅成为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窗

口”，更是天津倾力打造“智能引擎”的鲜明标志。从天津构建的“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来看，智能科技产业已处于“引领”地

位。近些年，这座城市通过“智能+”赋能百业，加快建设“天津智港”，抢占国内智能科技产业的战略高地。

记者手记：

一场盛会见证天津“智”变

智慧社区。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南开区南马路1151号，一年前，这里开始
成为天津联通5G创新体验中心的所在地；一
年后，同样是这个地方，则已升级为世界智能
大会5G应用创新体验基地。

走进该体验基地，除了能一睹国内通信
产业的历史变迁轨迹，你还可从一个个鲜活
的场景中感受到天津近些年的立体式“智”
变。智能科技让天津制造升格为“智”
造，让居民“智”享便捷生活，更让这座
城市驶入数字化发展的“快车道”。

数字赋能，“智”赢未来，天津可期。

本报记者 郝一萍 袁诚 韩启

村民坐在家中就能知道田里是不是该
施肥浇水；不用去看公告栏，而是用机顶盒
通过电视就能知道村里的新闻；远在外地也
可通过手机APP及时了解村里的大事小情；
投票、商讨时，无需集中在会议室，而是通过
视频会议即可交流……如今，这样的智慧生
活已经在宝坻区王卜庄镇、蓟州区上仓镇等
多个数字乡村成为现实。
“我们自一年前开始推进数字乡村项

目，如今已率先实现了全市2984个村的数
字乡村平台的全覆盖。同时，我们在宝坻
等若干个重点的区县，选择了16个数字乡
村的样板村，实现了数字乡村的平台建设
以及一些重点的智能化设施的安装部署。”

联通（天津）产业互联网研究院副院长艾艳
可对记者表示，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数字平台和物联网设备起到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以往，在村里出门基本靠走、喊人基本靠
吼；如今，村里有了物联网大喇叭，管理人员通
过手机APP就可以实现信息传递的效果。
“很多村里现在都安装了这样的物联

网设备。”艾艳可指着一对大喇叭对记者
说，“我们以物联网的方式将手机和村里的
大喇叭实现互联互通，通过APP就可以将
声音传递出去。大喇叭还可以和钉钉APP
绑定。即使村民不在当地，也能用手机随
时听到大喇叭喊话的内容。”

此外，数字乡村平台还设置了积分驿
站，通过做好事、得积分、换礼品的方式，促
使群众养成良好生活习惯，调动居民参与
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利用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视频监控、红外感光等
科技手段搭建的智慧社区平台已经陆续进入天津多
个社区，甚至在老旧小区改造中也能看到它的身影。

嘉华里小区是一个建成23年的老社区，去
年这里进行了老旧小区改造。小区里除了加装
了门禁和道闸，并对主干道路进行了全覆盖监控
之外，还在社区服务中心内，摆放全套综合智能

体检仪，方便居民自行体检。
在天津，像嘉华里这样的智慧社区，天津联通在

近3年中一共建设了3000余个。现阶段，智慧社区
主要应用包括居家养老、智能安防、智慧党建、智慧
物业等功能。“在智慧社区中，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
小区车辆、人流的管控上，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这一功能的效果会更加明显。”艾艳可对记者表
示，通过智慧社区管理者平台，管理人员可以在屏幕
上实时调取社区的监控，了解哪些设施需要及时维
修。这一功能可以给物业提供一些便利。

今年5月，静海区的一位老人很长时间没有
外出。透过门磁、人体红外线、烟感等物联网设
备的后台数据，天津市静海区一家智慧养老机构
的工作人员推测老人极有可能是摔倒了，于是立
即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实。

据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当时推开门发
现老人已经瘫倒在地，神情恍惚，我们赶紧送往医院
救治，及时挽救了老人的生命。”类似这样的智慧采
集终端，天津联通在静海区已经投放4200个，布设
在静海区政府选取的1400户重点关爱群体家中。

儿女在外打拼，父母日渐衰老，如何用科
技手段来实现对老年人的关怀和帮助？无论
是独居老人，还是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人，

智慧养老解决的是老人的实时看护问题。
艾艳可告诉记者：“红外线传感器可以监测

活体在封闭空间里面的活动状态，比如监测人体
的高度，如果长时间人体的高度低于某一指标或
者在人体高度之上没有任何的活体运动，我们根
据一套算法系统判断这个人大概率是摔倒了。
此时，智慧养老系统会自动触发预警，养老机构
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查看，提供帮助。”

此外，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养老相关设
施的改造也为智慧养老提供了软硬件基础。曾
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工程师韩先生介绍，通过对
小区加装了门禁和道闸，并对主干道路进行了全
覆盖监控，已为40多个老旧小区建设了私有云
平台，上面的云体检、社区养老配餐以及监控等
数据均实现了云化存储及平台化部署，为智慧养
老提供技术支撑。

不久前，一辆外形像大巴、内含专业医疗设
备的健康体检车奔赴东丽区。现场，来自3家企
业的1700多名员工正有序登车查体。
“可别小看这辆健康体检车。人们上了这辆

车就如同来到了医院体检中心，X光拍片、血常
规、B超、心电图等10多项检查都能在车内一次
性完成。”提供此次上门体检设备的邦盛医疗装
备（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林亮说，“我们
和天津的10多家卫生医疗服务机构建立了智慧
医疗项目合作，单辆健康体检车每年可以检查超
3万人次。”

院前急救是日常院外紧急抢救的重要环节，
对于等待急救的人来说，10分钟也可能是生死时
速。据艾艳可介绍，传统的救护车和医院是没有
实时互联的。救护车把患者送到医院后，需要先
让医生对其病情进行诊断，然后才开始治疗，但现

在通过联通“5G院前急救”能实现“上车即入院”，
为病人抢占“黄金救治时间”，提高患者救治率。

天津联通“5G院前急救”以急救车为基础，结
合5G高速率、低时延、大连接的特性，实时同步传
输患者生命体征监护数据和现场VR数据，保证了
动态、超高清的超声检查影像在传输过程中不会
出现画面卡顿或丢失，以免造成误诊、漏诊。同时
5G 院前急救云平台通过边缘部署，实现“现场－
急救车－当地医院－支持医院”的连续、实时、多
方协作的远程急救。

从急救人员接到患者的第一刻起，基于5G
网络将患者的基本体征数据、病情评估图像、急
症病情记录以毫秒级速度无损实时传输到指挥
中心和急救站，院内专家通过系统实时查看到
患者检测、监护信息和视频，对急救车上的医务
人员进行远程指导并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建立
院前院内一体化绿色通道，提高急危重症救治
效率，提高科学调度水平，加强信息共享联动，
提升社会急救能力。

物联网大喇叭传递村里大事小情

让社区管理有深度更有温度

老年人的实时“看护者”

“上车即入院”，抢占“黄金救治时间”

工作人员将大豆卸货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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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园区。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