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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战略 做好大文章
——我市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行动

■本报记者 陈璠

奋斗成就梦想，实干创造未来。
4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天津视

察，提出重要要求，寄托殷切期望。4年来，天
津人民牢记嘱托，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坚定前行。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
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赋予了新使命、
带来了新机遇。

近日，市委、市政府部署实施“十项行动”，
把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行动放在“十项行
动”之首，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
局，以求真务实、实干实绩开启新年新局，推动
重大国家战略在天津走深走实。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企业、园区、港口、商圈，
感受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动力、新活力、新气象。

协同发展锁定战略纵深——

10毫秒算力连通全国

1秒钟，完成千万亿次浮点运算；10毫秒不
到，算力已然连通全国。

在距离天安门直线距离48.5公里的地方，
京津冀地区最大的绿色算力中心——中国电信
京津冀大数据智能算力中心坐落在武清开发区
高村科技创新园中，8栋白色超大规模数据中
心大楼在蓝天下格外耀眼。

开工3年来，建设争分夺秒。“一期工程已投
产运营，形成了承载2.8万个机架、36万台服务器
的超强算力。这是中国电信投资强度最大，也是
全球核心都市圈里技术最先进的基础设施之一。”
中国电信天津分公司副总经理李小军告诉记
者。去年年末，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云、云服务
的“国家队”天翼云部署在这里，智能算力中心在
实现京津冀区域网络全覆盖的基础上，与长三角、
粤港澳和内蒙古、贵州等热点区域高速直达，端到
端网络时延在10毫秒以内，算力连通全国。

智能算力中心实现了京津冀地区热数据就
地发生、就地加工、就地应用。“国务院国资委提

出‘一片央企云+N朵行业云+M朵私有云’建
设要求，中国电信天翼云作为国企国资云技术
底座的国家队，央企一片云（首批）已经布局在
京津冀智能算力中心。”李小军说，“下一步，我
们将发挥自主可控、安全可信、云网融合的天翼
云国家云的技术能力，与天津产业紧密结合，以
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实现‘应用+云平台+操
作系统+硬件’一体化全栈信创云技术方案，打
造全国叫得响的信创应用标杆示范项目，带动
天津信创产品销往全国。”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是时代要求，是
发展需要。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京津冀协同发
展瞄准更高水平、锁定战略纵深。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

历史机遇，我们要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的‘牛鼻子’，牢牢把握‘一基地三区’定位，进
一步增强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破除要素自由
流动隐性障碍，构建区域一体化市场，促进资源
要素双向流动，在体制机制协同和公共服务、社
会事业发展方面下更大功夫。”市发展改革委副
主任、市京津冀协同办常务副主任孙虎军说。

天津积极争取优质资源来津布局，去年北京
企业在津新设机构1406家，新落地重大项目318
个、总投资1721亿元人民币，吸纳北京技术合同
2256项。随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天津将继续

深化部市、院市、校市、企市合作，加强承接载体建
设，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同时，加快推动北京创
新资源与天津研发生产转化优势互补、紧密衔接。

“三链”融合推动承接转移——

活力新城初具雏形

小寒过后，进入最冷的“三九”天，宝坻区京
津中关村科技城内塔吊林立、机器轰鸣，忙得
“热气腾腾”。

这座年轻的新城，最近好消息不断。“科技
城位于京津唐三大城市的几何中心，如果没有
交通优势的转化，区位优势就很难体现出来。”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委会副主任顾子城说，“新
年前夕，京唐、京滨城际铁路正式开通，宝坻区
进入高铁时代，科技城迎来发展新机遇。”

高铁开通，既是圆梦，更是追梦。
从阡陌村庄到楼宇林立，短短几年，北京的

创新基因在科技城扎根发芽、快速成长。
“北京中关村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以人聚

产’，所有产业都是围绕人才打造，所以在启建
之初，科技城就提出了‘产、城、人、景、文’协同
发展的理念。”顾子城说。

一边打造类中关村产业环境，一边创新制度
架构，利益共享带来互利双赢。项目在排队，落地

有困难？政府出手，土地审批权限下放、人才引进落
户、产业政策支持、企业资质互认。既要给人才提供
创业沃土，还要完善教育、医疗、商业等配套设施。

企业无忧发展，人才安心扎根，承接转移的速
度越来越快，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三链”深度融合。

新松机器人是第一批从北京转移来的企业。
“去年8月搬进新楼，生产车间面积扩大了三倍，
最近一直在招聘，产线和人员都扩充了，今年产值
至少能翻一番。”天津新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营销
中心副总监张洪宝说。

随着越来越多优质要素资源汇聚科技城，优
秀人才回流，家门口就业成了新风潮。“以前人才
都是外面招进来，现在我们公司三分之二研发人
员来自宝坻当地。”莱伯泰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刘学跟随项目来到天津，如今他把家
也安在这里，同在北京上班的妻子一起调到宝坻
区工作，孩子落了户入了学。天津舒适宜居的环
境、鼓励创新的氛围、消费水平的适中，吸引越来
越多创新人才当起新天津人。

不是简单复制、简单延伸，而是优势叠加、优
势集成。截至目前，科技城累计引进企业达到
1031家，一期4.19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二
期已经启动。顾子城说：“今年我们将继续拓展载
体空间，抢抓高铁新机遇，加快与京津冀的产业、人
才、生态环境等交流对接，以人聚产、以产兴城。在

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纵深推进行动中，依托北京中
关村的创新要素资源、项目资源、人才资源，再建
12个智能制造等主题园区，引来更多‘京凤凰’。”

战略势能蝶变发展动能——

夯实区域功能定位

做好协同大文章，天津以强烈的机遇意识和
主动精神，把握定位，加快融入，开拓协同发展新
局面。记者采访调研，一路新风扑面——

在码头岸线上，智能水平运输机器人有条不
紊地穿梭往来运送货物，现场空无一人；百米外的
调度室里，工作人员通过导航系统远程控制机器
人“大脑”完成装卸。这就是天津港北疆港区C段
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该码头投产运营仅一
年时间，集装箱吞吐量就突破100万标箱，平均单
桥效率同比提升20%以上。
“于”无声处“响”惊雷。近日，滨城核心区“于

响”片区向外界开展高质量推介，吹响了加速发展
的新“号角”。“于响”片区打造充满活力的滨城城
市客厅、现代金融中心和新经济总部基地。百度
智能云、航天泰心、中力融资租赁等企业、机构当
场签约落户，总投资达120亿元。
“在滨海新区我们看到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化工等优势产业，这些都可以通过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智能化升级和数字化转型。”百
度副总裁、百度云计算业务总经理谢广军表示。百
度将在这里建设“百度智能云—天津智算中心”，协
同参与经开区数字城市建设，同时，以天津智算中心
为硬件支撑，引入百度在华北乃至全国互联网业务。

以大格局为底色，以高质量为路径，天津立足
区域功能定位，不断点燃协同发展新引擎——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天
津全力建设制造强市，强化信创、高端装备等重点
产业串链补链强链，12条重点产业链增加值增速
快于规上工业1.3个百分点。

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迈出新步伐。世界一流
智慧绿色枢纽港口加快建设，在泊船时效率再破
世界纪录。津石联合申报获批国家综合货运枢纽
补链强链城市，天津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与石家
庄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加强陆海联动、物流融合。

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取得新进展。天津融资
租赁继续领跑全国。数字人民币试点、区域性股
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积极推进，获批开展
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相继推出区块链—供应链
模式融资、京津冀科技创新资产支持票据等一批
国内首创金融产品。 （下转第10版）

中国电信京津冀大数据智能

算力中心。

佛罗伦萨小镇商圈。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展示中心。 天津新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展厅。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