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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宽阔的马路上，无人清扫车缓
缓开过后，路面上变得干干净净；停靠
进站的公交车上，乘客们纷纷刷手机
上车；在图书馆中，机器人正在帮读者

“刷脸”借书……
这就是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中新

天津生态城。随着《智慧城市建设方
案》的实施，中新天津生态城将在2020
年成为全国智慧城市的试点样板。

“对于打造‘天津智港’，我们已经
细化成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慧城市
的项目图，并制定了智能科技重点领
域十大专项行动计划。我们正在按

‘图’推进，加速落实。”天津市发展改
革委主任王卫东说。

进入新时代，身处新旧动能转换
的关键时刻，天津市把智能科技产业
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积
极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系统谋划“大智能”
战略布局，打造“天津智港”。

打造“智港”，离不开“源头”创
新。7月5日，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启动创新型企业领军计划，
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培育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6000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6000家，开发重点新产品1000项、

“撒手锏”产品500项；高技术产业对
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65%以上。

“《创新型企业领军计划》是天津

市实施《科技型企业成长计划》和《打
造科技型企业升级版》之后支持企业
创新发展的新战略，将聚焦人工智能、
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培育一批‘航母级’创新型领
军企业。”天津市科技局副局长段志强
介绍。

在天津高新区滨海信息安全产业
园，飞腾CPU芯片与麒麟操作系统正
在组成“PK”体系，共同打造我国信息
技术的自主核心。“‘PK’体系实现芯
片与操作系统的‘无缝’对接，将实现
安全可控。目前，我们与天津数十家
企业实现了生态合作，并与紫光、浪
潮、阿里云、腾讯云等国内知名企业携
手，联合发布了一系列新产品和项目
解决方案。”天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市场拓展部总监柯冠岩说。

作为“天津智港”的技术支撑，天
津市科技局围绕边缘计算芯片、认知
计算框架、智能控制算法等关键技术，
实施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重大专
项，精心打造了安全可控信息系统、智
能安防、大数据、先进通信等7条智能
产业链。

而在产业化方面，天津市工信局
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全面布局智能科
技产业，加快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
基地。“在打造产业链和产业生态方
面，天津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包
括了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操作系统、
数据库软件等，这是我们打造‘天津智
港’的产业支撑。”天津市工信局局长
尹继辉介绍说。

作为科技产业的重要支撑，10年
间，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走出一条军民
融合发展创新之路，“天河一号”超级
计算机依托强大的计算能力，不仅服
务于地震、气象、减灾等国家重大项
目，而且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研发等
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提供了支撑。

“如今，‘天河三号原型机系统’已
开展大规模应用，在基础前沿创新、产
业创新等领域取得了一批突破性成
果，涉及国家 12 个重大创新专项领
域、数十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
科学院、清华大学等80余家合作单位
依托‘天河三号’原型机，完成了大规
模并行应用计算。”国家超算天津中心
应用研发部部长孟祥飞对经济日报记

者说。
同时，天津市整合优势资源，出台

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
策，支持产业链快速发展。天津市专
门成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基
金，并设立母基金 9 只，拉动了紫光
云、海光信息等 18 个项目落户天津，
带动企业在津投资超过160亿元，形
成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金融
资本跟进的市场化融资模式。

在人才引进上，天津市坚决向企
业“放权”。“海河英才”计划实施一年
来，天津市先后认定了两批210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领军企业，全力配合企
业办理人才落户手续。

“通过‘海河英才’计划，一年来我
们已引入了120多名技术人才，我们
北京研发中心还有员工主动要求来天
津工作，这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利好。”中科曙光天津公司商务部总经
理鲍菁丹对记者说。

随着智能科技产业与制造业融合
发展日益完善，发展智能科技产业已
成为天津市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
车”的强大推动力。据统计，智能七链
已经集聚高新技术企业300余家，年
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而智能制造
企业的产值、营业收入和利润分别占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20.9%、32.7%和
25.7%。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要求，经济日报社已对申领记者
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公示：
卞晨光。

国家新闻出版署举报电话：（010）83138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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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南方电网统调负荷创
下今年第七次新高，达 1.82 亿千瓦，
较去年最高负荷增长7.87%。除了空
调用电等负荷迅速攀升外，高端制造
业成为拉动用电增长的重要力量。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脊梁，粤港
澳大湾区是中国制造业的腹地，集聚
着数十万家制造业企业。近日，记者
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工地车间，透过
机器轰鸣的火热现场，透过制造业企
业用电变化的“晴雨表”，观察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的韧性，探寻大湾区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新“密码”。

密码一：
科技创新撬动产业创新

今年 1 月至 5 月，美的集团用电
量达2.64亿千瓦时，增长了6.85%，高
居佛山用电量第一。这主要是因为自
动化程度的提高加大了对电能的需
求。据美的集团党委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介绍，生产美的空调的智能工厂已
经投入机器人702 台，各类自主研发
设备326台，节省人力2.2万人。

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进
行产品的创新迭代，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制造业做强的关键。

统计数据显示，佛山市第一季度
生产总值为2266.50亿元，增长6.7%；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
其中，先进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长
8.2%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5.3%，对经济起到明显的拉动作用。

在深圳光明区，坐落着深圳建市

以来单笔投资额最大的工业项目——
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仅 10
年，华星光电积极把握我国制造业加
速转型升级的机遇，致力于提高国内
面板自给率，在深圳建成t1、t2、t6三
条生产线，第11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
件生产线t7正加紧建设。

“t1、t2 项目满产满销，在用电量
上基本达到上限；t6项目生产正在爬
坡期，预计2019年10月达到满产；t7
项目正在建设，预计 2021 年达到满
产。”华星光电制造中心动力技术处总
监杨坤璋表示，今年公司深圳地区用
电量约30亿千瓦时，待全部项目满产
后，用电量将达50亿千瓦时。

技术创新撬动产业创新，这是支
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第一股
力量。

密码二：
消费结构升级扩宽市场空间

7月10日，位于广州南沙的广汽
丰田生产车间，200 余台机器人正在
进行自动化焊接，整齐划一的机械手
臂蔚为壮观。

“上半年，广汽丰田汽车销量同比
增长 22%，用电量也相应同比增长
10.9%。”广汽丰田工厂企划室动力科
负责人说，顺应中国消费结构升级的
潮流，广汽本田混合动力等车型受到
消费者青睐，上半年累计销量同比增
长16.4%，用电量也节节攀升。

广州供电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5月，广州累计用电量前三的行

业依次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分 别 占 制 造 业 的
12.57%、8.43%和 6.91%。这恰好体
现了消费升级对产业带来的巨大市场
空间。

7 月 10 日，OPPO 长安研发中心
项目在东莞举行动工仪式，该项目总
投资22 亿元，占地面积约8.3 万平方
米，从事智能手机及周边产品研发设
计和检测，将进一步提升东莞智能手
机产业的竞争力。

“消费结构升级带来了智能手机
生产、销售的平稳增长，这从我们持续
增长的用电量就可以看出来。”OPPO
公司后勤工程部部长曾文俊说。

统计数据显示，作为东莞五大支
柱产业之首的电子信息制造业，1 月
至5月用电量为44.19亿千瓦时，占制
造业总用电量的 21.94%，同比增长
1.09%。

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巨大机
遇，让众多企业进入稳定发展轨道，成
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第二
股力量。

密码三：
传统制造业转型激发新动能

惠州大亚湾，以前是一个小渔
村。自 1993 年设立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大亚湾迈入发展快车道，已发
展成为以中海炼化和中海壳牌两大石
化企业为主导，汽车电子产业为补充，
石化产业上、中、下游产业链条齐全的

现代化工业区。
“1月至5月，中海壳牌一、二期用

电量总共达到 7.6 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3.43%。”中海壳牌二期生产中心运
维部经理于甲茂告诉记者。

中海壳牌提炼出来的产品大部分
可在石化区内消化，这主要得益于近
年来大亚湾区制定“招商地图”，努力
向石化产业中、下游延伸，伊科思等高
新技术企业相继入驻，石化产业链日
益完整，产品也逐步走向高端。

在粤港澳大湾区，越来越多企业
加速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含量、高
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跃迁。2007
年，位于佛山的新明珠陶瓷集团厂区
有 8000 多人。伴随着产业转型升
级，生产过程逐渐机械化、智能化。
目前厂区仅有 4000 多人，产量却实
现翻倍。1 月至 5 月，公司用电量增
长 22.69%，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期增
长近7%。

“电力成本约占我们制造成本的
20%，公司每年的电费高达数千万
元。”新明珠陶瓷集团副总裁韦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通过南方电网组
织的市场化交易，我们去年节省了大
约 1200 多万元电费，这可不是一笔
小数目。”

连日来的调研采访，我们看到，在
粤港澳大湾区，家电、汽车、电子信息、
石化、陶瓷等众多制造业企业，都在以
新的技术、新的组织方式，生产新的产
品，展现出十足的韧性，焕发新的生
机，演绎着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新的
奇迹。

在支边的人们心里，边疆已不是一
个地理概念，那里有他们的奉献与奋
斗，有情同手足的民族同胞，有难忘的
点点滴滴……

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以崭新面貌迎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宣部发
布了 2019 年“最美支边人物”候选人先
进事迹。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交汇成民族团结
一家亲的动人旋律。

以心换心：把边疆百姓当亲人

在南疆于田县工作的天津援疆干部席
世明，连续加班后突发出血性脑卒中，经
抢救无效于 2019 年 1 月病逝，年仅 43
岁。发病前，席世明还叮嘱同事，等周末
去看看“小石榴”。

让席世明牵挂的“小石榴”，是位维
吾尔族小姑娘。2017 年 4 月，孕妇马依
木尼汗严重贫血却无钱医治，席世明在援
疆工作组内发起捐助，帮马依木尼汗渡过
难关，并在孩子出生后起名“小石榴”，
寓意民族团结如紧抱的石榴籽一般。席世
明昏迷期间，马依木尼汗在病房外失声痛
哭。席世明的结对“亲戚”图尼萨汗一家
手捧葡萄干，希望送进ICU病房……

援疆警察叶雄和呼图壁县二十里店镇
维吾尔族农民斯拉英一家结成“亲戚”。
2017年，50岁的斯拉英因失明不能下地
干活，家里仅有的积蓄也给了小儿子看
病。叶雄把斯拉英一家当家人一般关心帮
助。“手握久了，话就多了，心近了，大
家也就越来越亲了。”叶雄说。

2013 年，陈耀平和妻子从河南漯河
来到新疆阿克苏，在拜什吐格曼乡阿热兰
干村参与安居房建设。一次，工地搅拌机
坏了，维吾尔族同胞吐尔逊·托合提主动
帮忙修好，陈耀平很感动。了解到吐尔逊
家生活困难，陈耀平决心帮助这家人。

有养獭兔经验的陈耀平决定教吐尔逊
养兔。从 5 只种兔开始，发展到现在的
3000 多只，去年吐尔逊家养兔收入达到 27 万多元，盖起了养兔大
棚，住进了新房。吐尔逊激动地说：“他对我们一家的恩情，说也说
不完！”

“支教让我们在西藏有了很多‘亲人’。”这是湖北文理学院“格
桑花”支教队队员们的感受。

琼结县位于西藏东南部，师资力量薄弱。2014年，湖北襄阳市
援藏办与湖北文理学院决定，选拔校内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对口支教
琼结县中小学。从最初一年一批，到一年两批，湖北文理学院累计派
遣支教队员8批37人次。多名支教队员毕业后返回西藏工作。深深
的情谊，像格桑花一般绚丽芬芳。

真情奉献：视支边事业为神圣

今年59岁的郭贵方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高级中学 （黄冈
中学第五师分校）校长。自2014年8月起，他已在新疆连续工作近5
年。早上，他迎着晨曦与学生出早操；夜晚，等学生睡下后再回家。
老郭说，要在新疆一直干到退休。

2016 年 7 月，时任中国移动江苏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纪委书记、
副总经理的段玉平奔赴西藏，担任阿里地区行署副秘书长，改则县委
常委、副县长。1000多个日夜，段玉平以艰辛努力，让越来越多贫
困家庭的孩子走进课堂，为改则县带来致富“春风”。

2010年7月，陕西省汉中市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罗蒙作为陕
西省第6批援藏干部，来到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工作。他心里装着病
人，手机24小时开机，不管多累，每天都要亲自查看病人情况，遇
到急危重症患者更是随叫随到。

“我的心在阿里，那里需要我。”援藏结束回到陕西，罗蒙时常想
起阿里乡亲们期盼的目光。2018年3月，罗蒙又调到阿里地区人民
医院工作。

相濡以沫：以同胞需要为使命

两年多前，广东珠海医生管延萍来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丙
中洛镇。她走村串户为村民体检、写档案、治病痛。高山峡谷间的
46个村组，她已走了4轮。

记者曾跟随管延萍进村。山路几乎挂在云遮雾绕的悬崖峭壁上，
沿着骡马踩出来的脚窝窝，手脚并用才能上去。

就这样，管延萍和同事们一道，背着心电图机、就诊包、常用药
等物品，半爬半走，送医进山达300多次，诊治病人3000余人次，
为村民体检1万余人次，被当地群众誉为最美的“背篓医生”。

2015年10月初，湖南援藏干部伍国强在援藏即将结束时，山南
市贡嘎县突然暴发疫情，一头头牛羊染病倒下，老百姓伤心的样子刺
痛了他的心。

“我留下，你们先走！”伍国强没有和同伴一起返回湖南，毅然转
身投入疫情最严重的村，协助当地控制疫情。

2014年7月，陈贤作为安徽首位援藏女律师，来到西藏昌都市
卡若区。面对高寒、缺氧的环境，她没有低头，全心投入工作中。

自2014年以来，陈贤先后奔赴西藏、内蒙古、新疆，为边疆地
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有人不明白，一名律师放弃可观收入和安
逸生活，非要来大西北援助，图什么？

“每当看到那些无助的当事人在法律帮助下重燃希望，我就觉得
自己的一切付出值得。”陈贤这样说。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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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系统谋划“大智能”战略布局——

打造“智港”为新经济发展赋能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南方电力负荷屡创新高背后的经济新“密码”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通讯员 佘慧萍 何 石

7月16日，江苏省泰州市农业开发园区南舍村农民在采摘菱角。盛夏时节，当地菱角进入成熟季，村
民抓紧采摘，供应市场。近年来，泰州市利用当地资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水上经济”助力农民增收致
富。 汤德宏摄（中经视觉）

“水上经济”助农增收

本报讯 记者常理 夏先清报道：截至20日12时30分，义马气
化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到17时30分，确认死亡12人，
另有3名失联人员遗体已找到，正在确认身份。

经专家进一步治疗诊断，重伤人员由19人降为15人，重伤人员生
命体征平稳，事故原因调查工作已全面启动，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进
行，空气和水等环境监测数据稳定达标。

河南义马气化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