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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昨日，滨海新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正式挂牌成立。副区长赵永强

出席挂牌仪式并为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揭牌。

赵永强指出，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

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维护军人

军属合法权益，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汇聚实

现强军梦、强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深远意

义。退役军人事务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

下，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落实“两个

坚决维护”，认真履行好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就

业扶持、困难帮扶、优待抚恤、权益维护、褒扬纪

念及拥军优属等职责，在做好退役军人事务方

面体现新担当、展示新精神、做出新贡献。

1月10日是全国第33个110宣传日。滨

海公安塘沽分局与汉沽分局分别在滨海文化

中心二楼中厅及汉沽一商友谊广场门前设立

宣传点位，开展了以“警民牵手110，共创平安

迎大庆”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中，民警采取发放宣传资料、展出挂图、现场解

答等形式，向来往的群众宣传110在依法打击

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社会治安防控、

服务群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民警们面

对面与群众交流，并耐心地向过往群众宣讲法

律法规及防火、防盗、防诈骗等知识。

记者 张玮 通讯员 张易廷 吉敦峰 摄影报道

新区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民警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记者昨日从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

2018年，新区PM2.5年均浓度为52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 17.5%，提前 1 年完成

2019年目标；新区重污染天数10天，同比

减少 10 天，创近年来历史同期最好水

平。就在不久前，《滨海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正式印发。《方案》

明确各项目标任务，即从2018年10月至

2019年3月，全区PM2.5平均浓度控制在

62微克/立方米以下，重污染天数控制在

10天以内，环境空气质量同比持续改善。

多措并举应对重污染天气

《方案》明确，新区从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加快调整能源结构、积极调整运输结

构、强化面源污染防控、实施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专项行动、实施工业炉窑污染治理

专项行动、实施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专

项行动、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实施工业

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十个方面，全力综合治理2018-2019年秋

冬季大气污染。目前，新区“煤改电”工作

已全面完成，在天津市要求3年完成的基

础上，2年完成此项工作；开展锅炉综合整

治，自去年11月1日起，新区核心区及汉

沽、大港城区禁止燃烧生物质成型燃料。

同时，新区还将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

例，落实大宗货物、集装箱及中长距离货

物运输公转铁、铁水联运、绿色货运枢纽

建设实施计划；落实禁止销售、燃放烟花

爆竹要求，实现新区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自今年1月1日起，汽车原厂涂料、木

器涂料、工程机械涂料、工业防腐涂料即

用状态下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分别

不高于 580 克/升、600 克/升、550 克/升、

550 克/升；根据采暖期月度环境空气质

量预测预报结果，适当缩短或延长错峰生

产时间；实施大宗物料错峰运输，秋冬季

期间每日登记所有柴油货车进出情况，并

保留至今年4月30日。

而在加强基础能力建设方面，进一步

完善新区各功能区、街镇空气质量监测点

位建设、联网工作，探索建设环境空气挥

发性有机物监测站点；加强污染源自动监

控能力建设；建设“天地车人”一体化监控

系统，完成1套固定垂直式、1套移动式遥感

监测设备建设工作，积极参与构建国家、

市、区遥感监测、定期排放检验数据三级联

网体系，实现监控数据实时、稳定传输。

去年防治任务全部完成

新区将加强调度考核，区污染防治攻

坚战指挥部将对各功能区、各

街镇空气质量改善和各部门重

点任务进展情况进行月调度、

月排名、月考核，每月向空气质量改善幅

度达不到时序进度或重点任务进展缓慢

的功能区、街镇和部门下发预警通知函；

定期对空气质量排名靠后和综合指数、

PM2.5浓度不降反升的功能区、街镇进行

约谈；每月对任务进展滞后、专项整治不

实、监管处罚不力的区级相关部门在全区

范围通报批评，累计通报3次的实施组织

问责。

据了解，2018 年，新区 206 项大气污

染防治年度任务全部按期完成。集中排

查整治“散乱污”企业1788 家，完成工业

园区（集聚区）整合2个、撤销取缔1个；稳

妥有序完成居民冬季清洁取暖改造6.5万

户，完成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治理7家；

完成重点行业VOCs治理152家，燃气锅

炉低氮改造36台；完成29家铸锻企业对

标治理，改造生物质锅炉6家；累计遥感

监测机动车10万辆，检查柴油车、非道路

移动机械8855台，处罚1002起；完成306

家餐饮企业油烟治理工作。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海港）环卫基地提升改造工

程完工投用，58名环卫工人入住新“家”。

据该环卫基地李主任介绍，去年该环卫基地启动提

升改造工程，总体提升面积2500平方米。楼体外檐安装

了保温层，内部全部重新装修，并给每位环卫工人配备了

两个柜子和全新的床品、被褥，公共区域增加了淋浴间、

盥洗室、食堂、活动室、免费洗衣机等设施设备，为他们打

造一个温暖的新“家”。 记者 贾成龙 摄影报道

新区去年环境空气质量创历史最好水平
PM2.5年均浓度为52微克/立方米 重污染天数降至10天

■ 时报记者 陈西艳 报道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调整能源结构
◎积极调整运输结构
◎强化面源污染防控
◎实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实施工业炉窑污染治理专项行动
◎实施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实施工业企业错峰生产与运输
◎加强基础能力建设

大气污染防治十大举措

广告资讯 服务热线：66336000

2018 年 A 股震荡收官，尽管权益

基金业绩不大理想，但是长期来看，主

动型产品整体还是跑赢了市场，体现了

基金管理人专业投资的价值。Wind数

据显示，近5年期间，上证综指累计上

涨 19.72%，同期主动权益类基金平均

收益为37.78%，近七成跑赢了指数，其

中工银瑞信金融地产混合收益率高达

144.94%，在 422 只偏股混合型基金中

位居前三。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末，工银瑞信旗下多只基金历经过去

三年、五年牛熊市场考验取得领先的业

绩，近 5 年约九成主动型产品跑赢基

准，其中 11 只累计超额收益高达 30%

以上，品类覆盖了股票、债券及海外等

多个投资领域，展现了全面出色的主动

投资实力。

近5年工银瑞信九成
主动基金捕获超额收益

2018年在众多基金产品中，债券基

金平均收益率为4.52%，其中又以纯债基

金的表现最为亮眼，而长盛基金旗下纳

入可统计业绩范围的三只产品涨幅均在

7%以上，为投资者带来“稳稳的收益”。

据银河证券数据统计，2018全年，长盛盛

和 纯 债 A/C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7.25% 和

7.04%，长盛盛景纯债A/C收益率分别为

7.38%和9%，长盛盛裕纯债A/C收益率分

别为7.37%和7.21%。另外，长盛旗下兼

具股票和债券双重属性的灵活配置型基

金代表长盛盛崇同样表现不俗，长盛盛崇

A全年收益率为8.35%，同类排名4/352，

长盛盛崇C全年收益率为5.50%，同类排

名6/141。展望2019年，长盛基金认为，

上半年债市机会相对确定，下半年政策不

确定性增加，可能对债市形成冲击。

长盛基金：
上半年债市机会相对确定

伴随世界各国在智能科技领域不

遗余力的投入，该行业发展势头非常迅

猛。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预测，

智能科技行业拥有20%左右的年增长

速度，其2015年全球市场规模为495亿

元（74.5亿美元），而到2020年，这一数

字有望增长至1215亿元（183亿美元）。

据了解，国内已有不少投资机构闻

风而动，迅速抢占智能科技产业的投资

高地。比如浦银安盛基金近期推出了

旗下QDII旗舰产品浦银全球智能科技

QDII基金，重点挖掘海外市场智能科

技主题的投资机会，分享该行业在全球

范围内的发展红利。

未来市场规模或将超千亿
智能科技产业开启投资盛宴

1月6日—7日，由滨海新区文化馆主办的

“庆元旦 迎新春惠民演出——海贝艺术培训

专场”在滨海新区文化馆塘沽馆区举行。这次

演出除了向家长展示了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也展示了海贝培训出色的培训能力，而家长

们、观众们的掌声，则是对尽心尽力演出的孩

子们、工作人员们，海贝合唱团成员的最大鼓

励，这次晚会也标志着庆元旦迎新春惠民演

出——海贝培训专场圆满结束。

天津海贝艺术培训学校成立于1988年，三

十年来已发展成为专门培训各种艺术门类的大

型专业艺术培训机构，并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为

我市乃至全国培育出众多艺术精英，是我市专

业艺术培训学校。同时也是天津市舞蹈家协

会、美术协会水平等级考试定点考级单位。

海贝小演员登场滨海新区惠民演出

“彩虹合唱团”惊艳全场

广告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举阳日用品经

营部，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120116MA05NHCK31，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JY1120016011303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鑫满福鼎酒

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2120116MA05P55X3L，

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

JY1120016006611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四维办公家具设计中心，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120116L66623289K，特此

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鹏翔建筑工程咨询有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20116MA05JLLB69，申请注销。

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

十五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务事宜。特此公告!（联系人：

范女士，联系电话：13820852618）

遗失声明
凡恩智能科技（天津）有限公

司，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MA06CU7D0M，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张 鹏 来 （ 身 份 证 号

1201071956****0015），遗失北塘

海沣苑 111 栋 106 室选房确认单，

遗失与天津新北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的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

协议，协议号：1000773，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闫 国 文 （ 身 份 证 号

1201071954****0014），遗失北塘

海沣苑103栋203室选房确认单，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相关规定，天津市滨海新区世冠击剑

俱 乐 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12011608657504XR ）于 2019 年 1 月 9

日召开董事会决定注销，并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为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 45 日内（2019 年 1 月 11 日至

2019年2月25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世冠击

剑俱乐部的债权人可以向清算组以书面形

式申报债权，逾期无效。

清算组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

务区）旭升路347号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世冠

击剑

电话：13821978071

联系人：谭女士

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挂牌成立

城市美容师
新年住新“家”

环卫工人们在新宿舍拍照合影

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海港海港））环卫基地外景环卫基地外景

时报讯（记者 战旗）记者从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获悉，天津股权交易所与该所异地挂

牌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持续做好沟通，讲明政策

要求，全力推动异地挂牌企业摘牌或回归本地

市场等清退工作。2018年11月底，天津股权

交易所发布公告，全面停止为异地挂牌企业提

供证券发行、转让及登记托管等各项服务，标

志着我市区域性股权市场异地挂牌企业清退

工作全部完成。

天津股权交易所
完成异地挂牌企业清退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日前，《滨海新

区民办托幼点监管方案》正式实施，各街

镇、功能区将联合教育、卫生、市场监管、

公安、消防等部门定期检查民办托幼点，

督促民办托幼点做好安全、卫生等工作。

同时，实施全覆盖分级管理，为幼儿提供

安全的看护环境。

规范幼儿看护行为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民办托幼机构

管理，规范民办托幼机构的幼儿看护行

为，新区教育体育局发布了《滨海新区民

办托幼点监管方案》。各街镇、功能区负

责辖区内托幼点的备案及日常管理，同时

掌握辖区内各类民办托幼点数量、规模、

地址、举办人等基本情况，发动居（村）委

会，及时制止开办新的托幼点，引导托幼

点改造升级开办民办幼儿园。各街镇、功

能区将联合教育、卫生、市场监管、公安、

消防等部门定期检查民办托幼点，加强管

理和监督，督促民办托幼点做好安全、卫

生等工作。并且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对整

改的安全隐患进行销号处理。

实施全覆盖动态分级管理

新区将对民办托幼点实施全覆盖动

态分级管理，共分为 D 级、C级、B级、A

级，通过宣传教育、治理整顿、政策引导，不

断规范提升，为幼儿提供安全的看护环

境。其中，D级是关停处理：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托幼点，将其列入黑名单并向社会公

示，督促其一周内自行停办；对拒不整改又

不自行停办的，街镇（功能区）联合公安、消

防、教育、市场监管局、卫计委等部门联合

执法；对选新址的举办者提供指导。C级

是限期整改：参照民办托幼点设置标准，有

改进条件的下发整改通知书，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整改的再纳入登记。B级是纳入

登记：对符合基本条件、积极配合管理的

托幼点纳入登记，提供指导服务，引导其

提高服务水平，为幼儿提供安全的看护环

境。A级是备案注册（登记备案）：对积极

改善设施环境、看护条件符合天津市民办

托幼点基本要求的予以奖励引导，对于工

作不力的托幼点可以取消其奖补资格。

新区教育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区教育体育局制定全区加强民办托幼点

管理工作方案、办法，汇总全区各街镇（功

能区）民办托幼点分布、管理、整治工作进

度，检查、巡查、督导街镇（功能区）和相关

职能部门的工作。对A级托幼点，纳入民

办幼儿园培训体系，引导其由幼儿看护向

专业幼儿教育发展，并依据街镇（功能区）

数据向区财政申请A级托幼点奖补资金。

加强和规范民办托幼机构管理 治理整顿看护环境

新区民办托幼点实施全覆盖分级管理
◎A级备案注册 ◎B级纳入登记 ◎C级限期整改 ◎D级关停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