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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上
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上海市静
安区人民政府日前联合举办上海服
务 链接全球——静安区“全球服
务商计划”发布会，上海市专业服
务业联盟同时启动揭幕。

静安区区长于勇介绍说，“全
球服务商计划”是静安区在全力打
响“上海服务”品牌基础上，依托
区域专业服务发展优势提出的重要
专项行动，是深化静安区国家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促进服务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

“国际静安”进一步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和制度体系的有力抓手。

静安区是上海唯一一个“十三
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
将通过集聚和培育高能级的全球服
务机构，打造具有全球资源配置力
和影响力的高端服务业集群。于勇
说，“全球服务商计划”的目标就
是要显著提升核心竞争力，成为上
海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志性区
域；显著提升投资吸引力，成为海
外企业登陆中国和本土企业走向国
际的首选地；显著提升辐射影响
力，成为上海融入全球服务网络的
重要枢纽；显著提升功能承载力，
成为在海内外具有较高品牌知晓度
的魅力城区。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愿景，静安
区将实施六大任务：集聚高能级的
全球服务机构、发展专业化的高端
服务经济、提升链接全球的经济辐
射能力、构筑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
局、优化国际一流的政务服务环
境、打造品质卓越的国际魅力城
区。通过实施“全球服务商计
划”，静安区将从产业集聚密度的
提高到辐射能级的提升，不断提升全球城市核心城区的核
心竞争力和服务能级，力争成为全球服务网络的重要一
环。

为进一步促进专业服务业联动发展，上海市发改委在
发布会上宣布，上海市促进专业服务业发展工作推进小组
以及上海市专业服务业联盟正式成立，联盟秘书处设在上
海市经济信息中心。

上海市专业服务业联盟设立并落地静安区，是上海市
优化专业服务业配套环境的积极探索，是市区联动推进专
业服务业发展的机制创新，有望成为静安区国家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的一大亮点。

通过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静安区将深入贯彻落
实上海市全力打响“上海服务”品牌的决策部署，持续提
升城区服务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加快构筑新时代区域发展
的战略优势，力争成为上海融入全球服务网络中的重要一
环，增强静安乃至上海在全球价值网络中的话语权和影响
力，为提升上海全球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供重
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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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觥筹交错。置身于繁华
闹市中的青岛市即墨古城逐渐褪去白天
的厚重庄严，以开放包容之姿苏醒过
来：暖黄色的灯光烘托出雕梁画栋的绚
丽彩绘，牌坊群闪烁着千年的历史斑
驳，鸭绿池戏台上民谣歌手轻弹浅唱，
乐声回荡在古城的夜空，隔壁餐馆的年
轻人杯盏间诉说着白天的故事……

这个夏天，即墨因古城而不“寂
寞”，凭借民谣季释放时尚“网红力”。
知名民谣歌手现身古城，吸引 3000 多
名“民谣粉丝”从全国各地赶来，不仅
点燃了即墨人的文艺情怀，更是让五湖
四海的朋友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开放与
包容。

“我在东北上大学，很喜欢民谣，
网上抢到票就飞过来了，没想到提前三
小时就有人排队入场了，大家都好热
情。”来自东北师范大学的林燕说，来
之前搜“青岛网红打卡地”，即墨古城
排名遥遥领先，来了之后更是喜欢上了
即墨古城，这里既有传统又有时尚，很
适合年轻人。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今年，为提振夜间经济，繁荣夜
间消费，打赢建设国际时尚城攻坚战，

《青岛市即墨区“国际时尚城市建设攻
势”作战方案》 出台，丰富城市夜生
活，发展夜经济。

围绕“夜间”经济，即墨古城以年
轻人特色市场为突破口，重点发力演艺
餐吧、特色餐饮、小吃、民宿客栈、咖
啡厅、茶馆等品牌建设，加快朗朗博物
馆、朗朗的院子等项目落实，推进君澜
度假酒店开业。同时，在选择引入文化
运营和品牌商家时，将民族文化和国际
风格有机整合，打造具有国际化特色的
吃、住、游、购于一体的吸引国外游客
的打卡点。据了解，自民谣季启动至
今，即墨古城共接待了52万游客。

即墨古城在掘金“夜经济”的同
时，传承千年历史文脉。5月19日，故
宫学院院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
走进即墨古城大讲堂，做了题为“匠者
仁心——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的演
讲，与300余名市民游客分享紫禁城的
历久弥新，现场掌声雷动。至此，即墨
古城开展的“古城大讲堂”活动，已经
吸引了近20位名家学者现场授课。

传统文化的传承形式是多元的，为
提高时尚包容度，释放时尚“网红力”，

“时尚范儿”的即墨古城还开启了古典音
乐展演，让当地百姓领略到来自世界各
地古典音乐的婉转动人。其中，来自美
国FOUR CORNERS 乐团的李姝颖就
是一位地道的即墨姑娘，她从 7 岁开始

学习钢琴，《故乡之中，大海之上》这首曲
子是她独立创作的思乡曲。音乐会上，
一曲曲扣人心弦的乐曲既是东西方音乐
文化的交融，更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

除了“时尚范儿”，即墨古城也展现
出了“国际范儿”。5 月 26 日，中国—马
来西亚少年围棋交流赛在学宫举行。来
自中国、马来西亚的66名少年围棋爱好
者展开对弈，在比赛中交流技艺，增进友
谊，起源于中国的围棋遇上马来西亚少
年，古城的传统建筑遇上国际小棋手，传
统文化的交流有了新途径。

孟夏古城，高朋满座。国粹名家、
京剧谭派第六代传承人谭孝曾登台献
艺……随着即墨古城“网红力”的爆
发，这里不仅是当地人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也成了国内外观光游客品享文
化生活的“打卡地”。一批批年轻人向
这座古城聚拢，品味这里传统与时尚
文化的盛宴，感受其日益迸发的“夜经
济”实力。

即墨古城，“一座有生活温度的古
城”应运而生，敞开怀抱喜迎五湖四海
宾朋。

青 岛 即 墨 掘 金“ 夜 经 济 ”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耀泽

围绕“夜间”经济，青岛即墨以年轻人特色市场为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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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牌建设，打造集吃、住、游、购于一体的国际时尚城市

日前，在第三届京津冀（天津）创业
投资高峰论坛上，天津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与河北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协议，联合组建河北雄安科技
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以资本合作推
进京津冀资源互通、项目共享、成果共
用 ，提 升 创 投 行 业 对 实 体 经 济 服 务
功能。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5 年来，
京津冀三地一体化发展，创新举措不断
推出。作为天津高质量发展“龙头”，
天津滨海新区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大棋局”，服务于疏解非首都功能大战
略，一批科技成果、优质项目不断落户
转化，助推区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聚英才

在渤海湾畔，昔日的盐碱滩，如今
成为创新之城。走在天津开发区南海路
上，道路两侧现代化厂房矗立，货车往
来穿梭。

初创于北京的威努特 2017 年将研
发中心及供应链管理中心迁至天津滨海
新区，如今已成为国内工控安全领域的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 今 年 ， 我 们 刚 刚 获 得 了 国 际
ISA secure认证，这将助力企业更好
地开拓国际市场。”威努特研发经理王
方立说。目前，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防
火墙、安全审计等工控安全领域创新产
品,已广泛应用在电力、石油石化等
领域。

“协同发展”是京津冀三地中的高
频词。随着协同步伐不断加快，三地定
位更加明确，人才、资金、产业互动，
助推经济快速发展。

上午9∶30，厚凯医疗创始人史文
勇踏上了前往天津滨海的动车，一个小
时后他将到达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生产
基地。

“在北京研发优势明显，但在转化
过程中却面临着交通压力、人力成本等
问题。这促使企业走出北京，寻找更有

前景的成本洼地。”史文勇就是看好京
津互补优势，才将生产基地放在天津。

在天津滨海新区大健康产业基地，
厚凯医疗封闭、无菌车间内，正在生产
着替代进口、国际领先的“超声刀”。

“我们的超声切割止血刀系统完全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已经销售了2
万多套，广泛应用于天津、河北等多省
市微创手术领域。在天津，我们只用了
两年时间就实现了量产。”生产基地负
责人王东参介绍说。目前，厚凯医疗正
与美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开展认证检
测，力争打入国际市场。

厚凯医疗落户天津滨海，受益于滨
海新区服务京津冀，搭台聚人才的大
战略。

滨海新区围绕“抓项目、聚人气、
优功能”三大主攻方向下大功夫、做足
文章,一批优质载体先后搭建完成,持续
引入北京大型科研院所平台和优秀科技
人才。

“鲲鹏计划”25条优惠政策集聚创
新人才，在滨海新区旗下天津港保税区
内,成片的写字楼已经成为北京创客们
的创业基地，仅联想集团就有 54 家公
司在此落户。

联想集团中国区副总裁何瑛介绍
说：“保税区不仅在政策咨询、证照办
理、资质申请等方面提供了优质服务,
还在白领公寓、骨干员工子女入学等方
面给予了大力支持。天津港保税区将成
为联想创新的大本营。”

据统计，自 2015 年以来，天津滨
海新区共引进北京项目 2235 个，协议
投资额5079.9亿元。北京大学新一代信
息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电子信息研究
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在虹膜识别、语音
识别、机器视觉、精准医疗等细分领域
转化项目 20 余项。“北京研发,滨海转
化”正成为京津创新互动“共识”。

优势互补显活力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派驻天津的

执行院长薛文芳喜欢每天从天津开发
区 MSD 大 厦 俯 视 这 片 充 满 生 机 的
沃土。

5 年来，天津滨海新区与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河北大学、燕山大学等京冀高校院
所不断深入合作，大量科研机构落户天
津滨海新区，并逐渐形成了分工合理、
合作有序、产业联动的发展脉络。

在薛文芳的眼中，作为建设中的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天津正吸引着众
多首都科研院所来津“大展拳脚”。

“目前，北京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已超过了80%，服务业已经成为
城市发展支柱产业。同时，北京的工业

‘黑科技’需要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天津是首选。”薛文芳介绍说。

现在，中科智能研究院已实现了人
才、技术与资本一体化，服务于产业提
质增效，服务于企业转型升级。京唐钢
厂、北汽集团、立中轮毂等多家企业看
好首都院所的研发能力，纷纷签订生产
线改装项目。

3年来，天津中科智能识别产业技
术研究院先后为滨海新区乃至全国100
多家用户单位提供了技术咨询和培训服
务。同时，引入社会资本超2亿元，孵
化出银河水滴、中科虹星等4家总估值
超过10亿元的高新技术企业。

天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张玉卓介绍说，我们将认真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坚持以智提质、以新促
兴，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优势，立足大数
据、云计算、芯片等基础优势，促进产
学研用创新主体共创共享，进一步形成
推动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率先突破谋发展

在“未来之城”雄安新区、天津滨
海新区正在推广应用中新天津生态城的
治污经验。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唐
河污水库积存了近 50 年的工业污泥正
在不断挖起。根据规划，2020 年这里

将“变身”花草繁茂、绿树成荫的郊野
公园。

在水库边，生态城环保有限公司宋
震宇博士告诉记者：“经过十多年发
展，中新生态城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指标
体系，其成果经验正在向全国推广，未
来还将建设绿色、智能的宜居新城。”

同样也是工业“黑科技”，在第二
十届中国环博会上，天津开发区亿昇科
技推出了业内领先的新型大功率磁悬浮
鼓风机新产品。

“我们的产品比传统鼓风机节能
30%以上，将大幅降低污水处理厂的
运营成本。”总经理孙吉松介绍说。随
着鼓风机不停旋转，源自“清华”的
研发团队实现了高端流体装备“中国
造”。

“亿昇科技是全球唯一拥有磁悬浮
轴承、高速电机、三元流叶轮、变频控
制全部四大核心技术的企业，我们的产
品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应用于污水处理
等多个领域。”孙吉松对记者说

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应用研
发部部长孟祥飞正同“天河”系列超级
计算机一起，实现着“算天、算地、算
人”的梦想。动辄每秒千万亿次的计算
能力，已经应用于CT勘探地、人造小
太阳新型反应堆研制等领域。

据统计，天津超算中心已经为近
200家京津冀企业提供高质量、综合性
信息技术平台支撑，为工业企业新增经
济效益超过 60 亿元，成为天津及京津
冀区域制造业、矿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的支撑平台，形成了科技创新服务京
津冀的“滨海模式”。

“我国新一代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
‘天河三号’E 级原型机完成研制部
署，其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目前，已
有近50款应用软件在‘天河三号’E级
原型机使用。”孟祥飞介绍说。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蓝图下，一
批创新创业者来到渤海湾畔，追寻梦
想，天津滨海新区正在书写着新时代求
新、求变、率先突破的新篇章。

人才、资金、产业互动

滨海新区在协同发展中求突破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天津滨海新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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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立在中新天津生态城河边的风力发电车。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国银监会
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批准首都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变更新营业场所为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
东中路 347 号国金中心办公楼一期 2103-2111 室、
2201-2216室，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Metrobank (China) Co., Ltd.

机构编码：B1064H232010001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许可证流水号：00581090
批准成立日期：2009年12月31日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47号国金中心办
公楼一期2103-2111室、2201-2216室
邮政编码：210019
电话：025-68584114
传真：025-6858414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1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
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现予以公告：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机构编码：B0016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19
批准成立日期：2014年10月22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一层1-4、三
层1-13、四层1-17
电话：010-5893258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12日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16S211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592520
批准成立日期：2016年07月08日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8号楼一层102、二层202
电话：010-5096180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6月12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