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日，南京江北新区获国务院批复。跻身国
家战略，江北新区这枚棋子使命何在？在新一
轮的区域发展竞争中，它的诞生又能为全省发
展带来怎样的机遇？而对南京居民而
言，江北新区又意味着什么，它会使
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吗？ 5版

南京江北新区打造
长江经济带重要支点

潮
涌

国内油价调整窗口将于今日开
启，成品油零售限价将迎来年内第5
次下跌，预计每升下调幅度在0.04元
至0.05元。

滨海艺术节
打造辐射更广的文化品牌
要要要访新区文广局文艺处处长贺淑荣

本市中考志愿今天开始填报
要要要市中招办详解录取野大事冶

■ 空港汽车园中已有 43家汽
车 4S店袁涉及 51个品牌
■ 要求试点企业的售后服务和
维修配套产业链完整

树党建特色品牌
办人民满意教育
要要要记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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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成功范例手册
存史资政育人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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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征集本书
修订补充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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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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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晴
29益~22益
风力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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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时报讯渊记者 赵贤钰冤记者昨日从
天津港获悉袁 由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和安吉汽车物流有限公司出资4亿元
人民币组建的天津港海嘉汽车码头有
限公司于日前正式签约设立遥 按照合
资合同袁 双方将在天津港北港池分支
港池南岸线西部码头设计建设总长度
为565米尧2个5万吨级专业化滚装泊
位袁 将为天津港新增年50万标辆的吞
吐能力遥

据悉袁安吉物流是上汽集团旗下专
业从事汽车物流的全资子公司袁主要从
事汽车整车物流尧零部件物流尧口岸物
流服务袁2014年整车物流业务量为783.6
万辆袁是国内目前最大的汽车物流服务
供应商遥

近年来袁伴随着京津冀地区汽车工
业的迅猛发展和腹地市场对进口整车
需求的不断增长袁天津港作为国家重要
的整车进口口岸袁年滚装汽车吞吐量逐

年稳步增长袁2014年达到103.5万标辆遥
据了解袁该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为

天津港商品汽车物流提供更大的发展
空间及增值服务袁进一步提升天津港汽
车物流等级和服务品牌影响力袁保持天
津港商品汽车物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和领先地位遥

■ 天津港和安吉汽车物流
组建天津港海嘉汽车码头有
限公司
■ 将建设总长度为565米、2
个5万吨级专业化滚装泊
位，为天津港新增年50万标
辆吞吐能力

野牵手冶国内最大汽车物流服务供应商

天津港“加码”滚装汽车吞吐力

记者昨日从中心商务
区了解到袁于家堡交通枢纽
车站广场建设工程已基本
完成袁带型广场尧周边绿地
公园尧地面公交站等设施完
成建设袁为即将到来的京津
城际开通运营打下基础遥

据介绍袁 带型广场向
北连接中央公园与天碱商
业区袁 往南与未来的地标
大厦相呼应曰地面公交站位
于基地西北侧袁 设计有4条
公交线路遥周边绿地面积约
占2.7万平方米 袁 绿化率
33.8% 袁车站广场绿化面积
31218平方米袁 共选用植物
共41种遥文/图 记者 何沛霖

于家堡交通枢纽

车站广场
露“真容”

空港搭建平行进口车完整生态链

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获悉袁2014-2015年度滨海新区
野优秀外来建设者冶评选表彰活动正式启
动遥 今年将评选表彰3000名为新区经济
发展和社会和谐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外
来建设者袁是历届评选人数最多的一次遥

野为鼓励广大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积极
参与新区开发建设袁今年评选名额由1500
名增加到3000名遥 冶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袁 自2010年以来袁
滨海新区连续开展三届评选表彰滨海新

区野优秀外来建设者冶工作袁为其及家属解
决户口问题袁获得企业尧职工尧社会广泛好
评遥 今年以来袁有很多企业及外来务工人

员通过电话尧网络信件等方式袁询问是否
还开展优秀外来建设者评选工作袁希望通
过开展评选工作解决落户问题遥 为此袁新

区多次调整方案袁 扩大评选奖励名额袁尽
力惠及更多优秀外来建设者遥

据了解袁此次袁新区在扩大评选人数的
同时袁还适当降低评选条件袁将参加评选员
工年龄放宽至50岁袁 对参评企业不作纳税
额与用工人数条件限制袁 进一步简化了相
关评选程序环节袁 并按照新区行政体制改
革总体布局袁 将名额分配区域分为功能区
和非功能区遥 10月份袁滨海新区区委尧区政
府将对获得荣誉称号人员进行表彰袁 给予
落户及家属随迁奖励遥 相关报道见二版

优秀外来建设者 今年将评3000名
姻 时报记者 尹娜 报道

2014-2015年度滨海新区“优秀外来建设者”评选表彰活动启动

■ 今年扩大评
选奖励名额，
由1500名增加
到 3000名，为
历届人数最多

时报讯渊记者 杜红梅冤昨天袁滨海新区出入境服务
大厅正式运营遥 记者了解到袁如台胞证换发尧补发申请
等以前需要去市区办理的业务袁现在可以不出区办理遥
此外袁参照本市户籍居民受理范围袁非本市户籍居民因
私出国渊境冤证件申请也可就近办理了遥

新区出入境服务大厅位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响
螺湾迎宾大道与集华道交口光耀东方广场辅楼渊B座冤遥
一楼大厅是外籍人员签证接待服务大厅曰 二楼大厅是
中国公民因私出国渊境冤接待服务大厅遥

记者了解到袁非本市户籍在新区办理范围为院非本
市户籍60周岁渊含冤以上人员可以办理普通护照尧大陆
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遥在天津就业的袁可以办理
普通护照尧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遥天津市57所全日制普
通高等院校就读的非本市户籍学生袁 可以办理普通护
照尧港澳台通行证及签注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今日机动车

限行尾号 2、7
明日限行尾号 3 尧8

时报讯渊记者 王建喜冤昨日袁区委副
书记尧 区长张勇带队赴滨海高新区调研袁
主持召开座谈会袁 详细听取情况汇报袁协
调解决相关问题遥副区长孙涛尧金东虎袁区
政府秘书长尧办公室主任曹金秋袁滨海高
新区工委书记荣建勋尧 管委会主任倪祥
玉袁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遥

张勇首先对高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的成绩给予肯定遥他说袁高新区认真贯彻落
实区委尧区政府决策部署袁牢牢把握野五大
机遇冶袁认真贯彻落实野三步走冶发展战略袁
团结一致袁开拓进取袁勇于创新袁改革发展
等各项事业不断深入袁 区域综合竞争力显
著增强袁为新区开发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遥

张勇强调袁当前高新区正处于向更高

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袁希望高新区牢牢抓
住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机遇袁特别是抓住
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重要机遇袁坚定
信心袁凝心聚力袁奋力开创各项工作新局
面袁努力为新区开发开放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遥 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袁不断
推出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创新政
策和创新模式袁探索新经验袁打造新品牌袁
建立新优势遥要充分认识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工作的重要性袁建设好科技创新综
合服务平台袁 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袁进
一步搞好高新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工作遥要创新工作思路袁拓展工作方法袁下
力量做好野一个体系尧五个突破冶和野一项
制度冶建设袁使高新区始终在全国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处于领先位次遥 要用好
野互联网垣政府服务冶的新模式袁推进政府
职能转变袁 主动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袁促

进创业者在高新区无忧创业遥要加快科技
金融载体建设袁创新金融服务模式袁努力
为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遥要充分利用
全市人才绿卡制度袁促进高层次人才加快
聚集遥 要打好国际化这张牌袁努力使高新
区成为国际交流中心尧创新中心和转移中
心遥区有关部门要积极主动袁密切配合袁强
化服务袁为高新区实现国家赋予的示范任
务提供有力支持遥

张勇赴滨海高新区调研

抢抓新机遇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

■ 将参加评选员
工年龄放宽至50
岁，对参评企业不
作纳税额与用工
人数条件限制

■将名额
分配区域
分为功能
区和非功
能区

昨日，记者从天津自贸区办公室获悉，已经有 66
家企业向天津自贸区提出申请平行进口汽车试点企
业或者试点平台，其中，天津空港经济区（自贸区机

场片区）有 47 家。目前，空港正在搭建平行进口车完
整的生态链，市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到平行进口车
带来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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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T恤
别迷信国际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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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油价今或迎下调
预计每升降四五分钱

今年本市高级中等学校志愿填报今
天正式开始，今年安排本市生源招生计划
为 80258人。为使广大考生和家长能更加

详尽地了解今年中考志愿填报和中招录
取的有关原则和规定，日前，天津市中招
办有关负责人进行权威解析。

新区出入境服务大厅运营

非本市户籍居民
办护照不出新区

记者 贾成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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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的公交卡“完好无损”，退卡时
竟被扣掉“磨损费”，直至公交卡押金全
部扣完，让押金“有去无回”。

想退公交卡？
先扣“磨损费”！

要要要公交卡押金被野磨光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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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外
来建设者”
称号获得者
可落户，其
家属可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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