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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致贺信

习近平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回信
回 信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7月11日给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
年回信，勉励两岸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携手打拼。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因海峡青年
论坛同大陆结缘，在大陆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
台，亲历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感受到了
两岸同胞一家亲的热切感情，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造良好
条件，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
提供更多便利。希望你们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

己在大陆的经历和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
大陆，同大陆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
舍、驰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

海峡青年论坛创办于2003年，由中华全国
青年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中国国民
党青工总会共同主办，是两岸青年交流的重要
平台。第二十届海峡青年论坛于7月11日至
12日在福建厦门举办，应邀参加本届论坛的50
名台湾青年近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讲述
了在祖国大陆学习、工作、生活的经历和感悟，
表达了为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贡献力量的坚
定决心。

■人民日报记者 乔杨 武少民

十载春华秋实，镌刻非凡印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
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
围绕国家赋予的功能定位，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不断推进
高质量发展，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
昂首奋进。

坚守战略定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新旧动
能转换，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赋予天津“一基
地三区”的功能定位，努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实
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天津坚持“制造业立市”，实施制造强市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着力打造以智能科技为引领，以生物医药、新能源、新
材料为重点，以装备制造、汽车、石油化工、航空航天为支撑
的“1+3+4”现代产业体系，以举办智能大会为平台，大力
培育以智能科技为引领的新型产业矩阵。

一台台排列整齐的新一代智能机器人，做完出厂前的
最后一轮高精度测试后，启运出口海外……近期，天津新松
工业机器人智慧工厂投入使用，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在参加了3届世界智能大会后，新松集团落户天津港

保税区。得益于天津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和配套优惠政策，
企业的天津客户迅速拓展到上百家。”新松集团有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集团正将天津的生产基地，升级为集制造、应用
系统和研发中心于一体的智慧产业园，到今年年底，年产工
业机器人将超过1万台。
为落实制造强国战略，天津将产业链建设作为“制造业

立市”重要抓手，重点打造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产业链，
全面实施市领导挂帅的“链长制”，通过强链补链，链上抓服
务、抓复工复产、抓运行、抓企业、抓项目、抓人才、抓创新、
抓政策。目前，天津12条重点产业链在谈项目183个，拟投
资额1479.93亿元。

天津市工信局局长尹继辉介绍，2021年天津全市在链企
业产值、增加值同比增长20.7%、9.6%；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
上工业比重从2017年的20.8%上升到26.1%；入选“国家队”的
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等绿色制造示范单位超120家，跃居全国
第二。
天津围绕“一基地三区”定位，协同推进、蹄疾步稳。
全面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随着全球首个智慧零

碳码头、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等成果不断涌现，天
津港一系列创新方案令人瞩目。今年前5个月，天津港集装
箱吞吐量完成84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2%，创历史新高。
立足天津港区位优势，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的交流合作。
精心打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东疆港在全国首创保税

进口租赁、出口租赁、联合租赁、跨境转租赁、离岸租赁等模
式，形成40多项创新租赁模式，实现跨越发展。
全力建设改革开放先行区。天津自贸试验区在全国率先

实施“一个部门、一颗印章”审批，“一企一证”综合改革，企业

投资自由便利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天津自贸试验区累
计实施制度创新措施502项，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38项试点
经验和实践案例。

践行人民至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连续6年延长供暖期温暖千家万户、棚户区改造助圆安
居梦……近年来，天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着力保障
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民生
情怀，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筑牢民生保障的温暖底线。

炎炎夏日，走进东丽区海河绿芯生态区，满眼青翠，水网
细密，稻田、绿荫纵横交错。“真没想过，还能在我们村的土地
上再次见到绿油油的小站稻。”正在散步的66岁居民许永山
指着不远处的稻田说。 （下转第3版）

■本报记者 韩雯

追求匠心，才会创造不凡业绩。在
全市率先推行轻微车损交通事故快处
快撤机制，近70%的交通事故能快速解
决，早晚高峰平均车速提升12%；面对
施工带来的交通压力，以等不起的责任
感、慢不得的紧迫感，增派警力加强疏
导，减少拥堵；联合社区推广“共享”安
全头盔，让佩戴头盔成为电动车骑乘者
的良好习惯……一心一意，只为路畅人
安，作为“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市
公安局交警总队南开支队南马路大队
的民警和辅警用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
诠释奋斗力量。

海光寺地处我市南京路、南门外大
街、卫津路三大主干道交汇点，连接和平
区、南开区重要通道，是天津重要的交通
枢纽之一，平峰时段机动车流量约为
5000辆次/小时，高峰时段达到8000辆
次/小时以上。承担这样繁忙路口执勤
疏导任务，对于南马路大队来说，压力之
大可想而知。“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把
重复的事情精致做”，秉承认真负责的态
度，在这里值守的海光寺岗组平均每人
每天都需要转体1500余次，打出手势近
4000次，他们用一份执着确保了交通秩
序井然有序。

自2019年开始，南马路大队辖区大
悦城商圈周边地铁集中占路施工，如何
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不畏挑战，加
大警力全力疏导、系统优化交通渠划、
完善各类科技设施……多点发力，跑出
加速度。一位网友以切身感受点赞南
马路大队，“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车，
这么窄的路，通行顺畅，我明白，一定是
很多很多交警在默默加班，默默努力。”
群众满意度是最好的“成绩单”。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7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成立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是顺应信

息化时代发展潮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举
措。希望世界互联网大会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高
水平推进，以对话交流促进共商，以务实合作推动共享，为
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强调，网络空间关乎人类命运，网络空间未来应

由世界各国共同开创。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以此为重
要契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
生机活力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当日在北京举行，会员包括全
球互联网领域相关国际组织、企业机构和专家学者。

据新华社电 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12日在京举行。
记者从大会获悉，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中国
北京，宗旨是搭建全球互联网共商共建共享平台，推动国际
社会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趋势，共迎安全挑战，共谋发
展福祉，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世界互联网大会组织机构包括会员大会、理事会、秘书
处、高级别咨询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等。据了解，已有来自6大
洲近20个国家的百家互联网领域的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
加入，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初始会员。

参加海峡青年论坛的台湾青年朋友们：

你们好！来信收悉。得知你们因

海峡青年论坛同大陆结缘，在大陆找到

了实现梦想的舞台，亲历了祖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变化，感受到了两岸同胞一家

亲的热切感情，我很欣慰。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

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创

造良好条件，为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

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希望你们

多向台湾青年分享自己在大陆的经历和

感悟，让更多台湾青年了解大陆，同大陆

青年同心同行、携手打拼，锲而不舍、驰

而不息，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绽放异彩。

习近平

2022年7月11日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在海河国际消费季期间，市商务局
将联合16个区人民政府和20家银行机构发放“津乐购”消费
券。记者昨日获悉，首批消费券将于7月15日上午11︰00在
银联“云闪付”App中发放。此次活动将持续两个月，累计发
放消费券3400万元，这也是天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
市性发放活动。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主题为“乐购津城惠民·共享品质生

活”，在津生活、工作的人群及来津的外地游客均可参与。活动
时间为7月15日至9月16日，每周五上午11︰00发放消费券，
包括“满3000元立减400元”“满1000元立减300元”“满500元
立减150元”“满300元立减80元”四种类型。
计划领券的消费者需在手机下载注册“云闪付”App，绑

定“62”开头的银联卡并完成实名认证。在发放时段，消费者
进入“616海河国际消费季”活动专区，参与消费券“秒杀”（每
张消费券需支付0.1元，如到期未使用，0.1元将自动原路退
回），先到先得，到账后7天内有效。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翻译的《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英文版，近日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第二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至2021年11月
期间的有关重要文稿136篇。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对于
国内外读者深刻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了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伟
大实践以及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等，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一卷、
第二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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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和人民心贴心

“讲好理想信念的故事”

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天津篇章

下图 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天津新松智慧产业园项目。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津乐购”消费券周五“开抢”
持续两个月 累计发放3400万元

■本报记者 陈璠

当前方维修人员戴上AR眼镜后，飞机部件的数据、管
路等画面清楚地实时展现在后台技术支援工程师眼前，工程
师第一时间掌握前线工作情况，并快速给出维修指导……
“把5G和AR技术相结合，应用于辅助飞机维修，意

味着高效的维修、便捷的训练、安全的飞行。”天津港保税
区企业海航航空技术（天津）有限责任公司技术部经理娄
天关说，“作为国内首家将此技术应用于航空维修的企业，
我们已经将5G+AR技术在日常飞机维修应用中普及海
航技术9大主基地和34个中小基地及国际站点，可随时提
供远程技术支持。截至目前，累计使用9000余次、时间超
过8500小时，形成各机型和专业案例库案例超过50个。”

随着我国民航业发展，面临着机队规模扩张、航空维
修业务增长等挑战。与此同时，培养一名成熟的航空维修
人员至少需要三四年时间。精准获取维修现场故障状
态，高效提供后台技术支持，成为航空运行安全亟须解决
的问题。据了解，海航技术在2018年就开展了对5G+AR
技术的航空维修应用探索，并逐步在其各基地、多场景推
广使用。

通过5G+AR远程技术支持平台，身在天津的海航技术
专家可与远在全球各地的维修人员进行远程连线、会诊，通
过AR智能眼镜第一视角实时分享停机位画面和数据，指
导维修人员快速进行故障确认和维修，大大提高了故障处
置效率。 （下转第2版）

津企引领民航智慧维修

5G+AR助力“沉浸式”修飞机

维修人员佩戴AR眼镜检修飞机。

我市加快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应用

上半年1.9万户“中小微”
获信用贷款88.16亿元

今明两年新增200家区域型嵌入式机构

让更多失能失智家庭
享受“喘息服务”

我国将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300万以下人口城市
取消落户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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