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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许可审批1小时办结

保税区行政审批提速获企业点赞
保税区开展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提高群众防毒拒毒能力

“不到一个小时就办成了，真没想到

能这么快，大大提升了我们企业的运营效

率。”中远海运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远海运物流”）行政办事人员杨硕高兴

地说，“保税区行政服务大厅真是方便，所

需的办证材料都汇总到一张清单，办理前

有的放矢地整理材料，现场只取一个号，3

种不同类型的道路许可审批事项就都在

一个窗口办理完毕。”近日，中远海运物流

顺利拿到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切实

体会到了天津港保税区良好的营商环境。

中远海运物流是一家注册资金达

51.8亿元的大型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500多个销售和服务网点，能够在工

程物流、项目物流、综合货运、仓储物流、

船舶代理、供应链管理、理货检验等业务

领域为国内外客户提供全程物流解决方

案。近期，该企业为拓展普通货运、货物

专用运输、大型物件运输业务，特地来保

税区行政服务大厅申办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没想到，仅用一个小时就顺利办完3

种不同类型的道路许可审批。

中远海运物流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公司落户保税区已有两年

时间，在此期间，保税区管委会为公司

的发展提供了多重保障，如减税降费、

证照办理、资质申请等服务。基于对保

税区良好营商环境的认同，中远海运物

流将不断追加在区域内的投资。同时，

中远海运物流今年还计划在天津港保

税区及综合保税区培育工程物流、仓储

物流、电商物流客户群，积极配合机场

海关与综合保税区海关谋划区港联动

转运模式。

天津港保税区行政审批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审批局围绕“一制三化”“天津八

条”“民营经济19条”等改革措施，及时梳

理与落实，深入推进“一制三化”改革2.0

版。同时，不断加强行政服务中心的作风

建设，印发《关于改进服务态度落实改革

措施的通知》《政务服务人员应知应会》等

文件，加强办事人员的规范化、标准化管

理，提高窗口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意识，

优化保税区的营商环境。 记者 战旗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会议。会议对进一步做好主题教育

工作提出要求：一是把握目标要求，保

持正确方向，贯彻落实“守初心、担使

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确保主

题教育有力有序推进。二是注重统

筹安排，科学有序实施，紧密结合区

域实际，把主题教育同深化改革创

新、落实重点工作任务、学习先进典

型结合起来，制定 10 项专项整治方

案，突出问题导向，把检视问题贯穿

始终。三是坚持从严督导，确保取得

实效，加强严督实导，改进督导方法，

帮助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推动责

任层层落实。四是加强舆论宣传，营

造良好氛围，充分发挥保税区网站和

公众号的平台作用，着力营造悟初

心、守初心、践初心的浓厚氛围，推动

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记者 战旗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组织开展了以“全民

禁毒，人人参与”为主题的国际禁毒日集中宣

传活动。

本次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进一步提高了

群众对毒品危害性的认识和识毒、防毒、拒毒

能力，增强了自觉抵制毒品的意识。下一步，

保税区将按照禁毒宣传月活动计划，深入组织

开展禁毒“六进”和系列禁毒宣传教育活动，不

断巩固和扩大禁毒成果，努力营造人人关注、人

人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为区域稳定健康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组织开展“社会教育

与青年全面发展”共青团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活

动。活动邀请新区政协委员到南开大学创新

创业基地，同风筝科技、包有帮云计算、小斑马

科技、一九一九科技和公允科技等入驻企业负

责人，围绕企业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

座谈。参会企业代表一致表示，本次活动建立

了共青团与政协委员沟通交流机制，有助于青

年积极表达创业中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为

企业成长解决实际困难。 记者 战旗

保税区举行共青团与政协委员交流会

有助青年“破解”创业难题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组织开展油气管道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按照新制定

的《天津港保税区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程序，顺利完成了事故报告、应急

响应、现场处置、验收程序、闭环管理等环节，

各部门配合密切、高效、有序，有效提升了各有

关部门及管道企业的应急管理水平和应急处

置能力。 记者 战旗

保税区举行油气管道安全演练

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培训

会，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全

体指导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强调，

九个指导组要结合实际抓好工作指

导。一是加强自身学习，采取集中学、

自学相结合的形式，认真学习市委、区

委等一系列领导讲话精神及主题教育

实施方案，细心研读《保税区“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组工作手

册》。二是明确工作任务，认真履行七

项职责，充分发挥承上启下、指导把

关、巡查督办和宣传引导作用。三是

坚持从严从实，在督促深化学习教育、

深入调查研究、全面检视问题、从严从

实整改上下功夫，不断加大对主题教

育重点措施的督促力度。四是注重方

式方法，坚持精准指导，注重统筹兼

顾，提高指导工作实效。五是加强作

风建设，带头改进工作作风，不断提升

业务水平和综合指导能力，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 记者 战旗

保税区召开主题教育指导组培训会

认真履行七项职责 坚持从严从实

保税区召开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

制定10项专项整治方案 坚持从严督导 6 月 28 日，第四届天津港保税区合

唱大赛决赛在空港经济区文化中心剧场

举行。来自天津港保税区机关、企业、社

区、驻区机构的 18 个合唱团参与了决

赛。来自各行各业的合唱团阵容整齐，

精神饱满，激情洋溢，放声高歌，为中国

共产党成立98周年献礼，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歌。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港保

税区空港学校（学生）、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空港医院、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

（教师）分别夺得童声组、大合唱组和小

合唱组的冠军。

此次合唱比赛是天津港保税区第四

届文化体育艺术节的系列活动之一，由

天津港保税区社会发展局、天津空港经

济区文化中心等九家单位联合主办。来

自天津港保税区空港、临港和海港三个

区域的22支队伍近千人参与比赛，通过

合唱活动，弘扬了社会主义主旋律，用歌

声颂扬了时代正能量，丰富了区域群众

的文化生活，振奋精神凝心聚力促进区

域发展。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保税区成功举办第四届合唱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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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六”新规刺激 6月车市零售转正

品质好性价比高 新区产汽车受宠
■ 时报记者 单毅 报道

◎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车市整体保持了负增长，销量同比下滑
9.3%。但是，6月份，受“国六”落地的刺激，车企协同经销商开展大规模有
针对性的促销，激发车市零售转正，出现时隔12个月后的首次同比正增长

◎ 记者采访发现，虽然上半年车市总体下滑，但滨海新区生产的几款
车型却迎来了销售利好。如不受“国六”新规影响的国内首款纯电动SUV新
圣达菲，高性价比、高品质的一汽丰田亚洲龙，销量一路看涨

“要说上半年的车市，销售最好的竟

然是传统淡季6月份，因为天津属于‘国六’

排放区域，所以在6月底前我们就基本完成

了‘国五’车型的‘清理’，厂家也协同经销商

开展了大规模有针对性的促销。”开发区第

五大街一家汽车4S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实际上，这正是上半年车市的一个真

实写照。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6月，狭义乘用车零售176.6

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4.9%，出

现时隔12个月后的首次同比正增长。但

上半年，车市整体保持了负增长，狭义乘用

车累计销量995.4万辆，同比下滑9.3%。

“国六”新规刺激车市
行业还未真正回暖

家住生态城的孙先生上个月“趁机”

购买了一辆“国五”轿车，优惠幅度让他

非常满意。孙先生表示，他看中的几款车

价位都在15万元左右，如果按照商家推

荐选择“国五”排放标准的车型，优惠幅度

最大能达4万元；而同款车如果选择“国

六”车型，优惠只有不到 2 万元。“确实，

‘国五’排放标准的车辆在保值率方面要

比‘国六’车型略逊一筹。不过，考虑到自

己这次用车周期在6年以上，所以还是觉

得买‘国五’合适。”孙先生说。

高新区一家汽车4S店经理表示，6月

份“国五”汽车销量非常好，因为从汽车的

动力、安全、舒适等方面来说，“国五”车型

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反观现阶段上

市的很多“国六”车型，除了排放标准提高

以外，也没有明显的性能升级，甚至个别

车型的动力参数还有小幅下降。

对于上半年车市，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上半年在

“国六”排放区域，厂家协同经销商开展大

规模有针对性的促销，利用一切渠道促进

实现“国六”切换的硬着陆，这也激发了车

市零售转正。但大幅降价清库存无疑令

经销商损失不小，因此6月车市销量的增

长并不能代表车市真正回暖。

新区出产汽车受宠
新能源车更受青睐

记者采访时注意到，虽然上半年车市

总体下滑，但对于在滨海新区生产的几款

车型来说，却迎来了销售利好。

由高新区华泰汽车天津基地生产的

国内首款纯电动SUV新圣达菲，这两年成

为了新能源车市场上的新宠，而在上半

年，这款车的销量也非常看好。华泰汽车

销售人员表示，除了产品本身的竞争力，

纯电动汽车主要采用的是动力电池组及

电机驱动动力，并没有传统的燃油发动

机，工作时不会产生废气，也无尾气污染，

所以不会受到“国六”新规的影响。当然，

这也刺激了新能源车的销售，“我们这家

店新圣达菲6月的销量同比上升了30%。”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国六”新规落

地的同时，人们购车也更注重品质。以开

发区生产的亚洲龙为例，今年上市以来，

其销量一路看涨，并在6月份再创新高，

达到0.6万辆。

“原本预计亚洲龙是要取代皇冠的

位置，定位至少要比凯美瑞高一级，可

它的起售价格却只有 20.88 万元，这让

迈腾、帕萨特、雅阁等同级对手有些无

所适从。”业内人士分析，除了性价比，

人们买车还越来越关注生产平台的品

质，“位于开发区的一汽丰田 TNGA 新

工厂集安全、高品质、高效率、高自动

化、高柔性化于一体，实现了模块化生

产以及多级别车型零件通用化，是丰田

对制造、产品、材料等技术创新成果的

全面集成和应用。这当然也提升了消

费者的购车信心。”

平行进口车有喜有忧
下半年或恢复性增长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相比之下，平行

进口车市场则有喜有忧。2019 年一季

度，天津进口平行车1.78万辆，占进口总

量的71%，比2018年全年增长约6个百分

点。而在“国六”政策下，尤其是 5 月、6

月，平行进口车也迎来了一波销售高峰。

“很多平行进口车都是‘国五’排放

标准，所以在5月和6月上旬，就有不少人

来订购平行进口车。”天津港保税区国际

汽车城一家平行进口车商告诉记者，之所

以这么做是因为在7月1日前，要预留出

物流、开票、手续等时间。

不过记者也了解到，随着本月起施行

“国六”排放标准，不少平行进口车商也

有担心！“我觉得应延长‘国五’到‘国六’

标准的缓冲期，现在这么多车停在港里、

店里卖不出去，也带来了滞销风险。”一位

车商告诉记者，将这些“国五”车全部转移

到未实行“国六”排放标准的城市进行销

售，其实也不太现实，毕竟三四线城市的

购买力水平有限，市场规模也要小很多。

对于平行进口车，业内人士还分析，

目前进口车市场仍处于不断调整状态，且

由于环保政策要求趋严，进口车型有排量

下移趋势。而随着3月增值税税率下调

政策的公布，各大进口车品牌也展开了新

一轮的降价。预计下半年我国进口车市

场有望呈现恢复性增长。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记者从天津开发

区企业金桥焊材集团了解到，7月4日，由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联合主

办的第十五届“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汽车

工业三十强企业信息发布会”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召开，会上揭晓了2018年中国机械工

业百强榜单。天津金桥焊材集团连续15年荣

获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称号，位

列第46位。

据悉，去年，金桥集团稳步实施转型升

级，凭借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兢兢业业的服务

态度和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全年完成总销

量146万吨，销售收入超80亿元，上缴税金4.3

亿元，获得了“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中

国工业榜样企业”“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

等多项荣誉，成为国家重大工程、重大装备和

国防建设的主要供应商。

金桥焊材连续15年上榜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

时报讯（记 者 战旗）近 日 ，载 有

46198 吨冷冻丙烷的中国香港籍超大型

全冷式 LPG 船（VLGC）“白羊座（GAS

ARIES）”号和载有 34271 吨冷冻丙烷及

13234吨冷冻丙烯的巴拿马籍混装VLGC

船“海军准将（COMMODORE）”号，从

中东启程，跨越一万多公里，成功靠泊天

津港保税区临港区域大沽口港区7号、8

号液体化工码头并顺利完成作业。这是

负责该码头运营的天津临港港务集团有

限公司下属天津临港孚宝渤化码头有限

公司自2013年7月1日首次成功接卸5万

吨级VLGC丙烷船舶以来，首次实现两条

VLGC船舶同时靠泊码头并同时进行作

业。据了解，本次作业在国内尚属首次，

作业的顺利完成填补了国内VLGC船舶

同时停靠并作业的空白，取得了历史性

突破。

两条超大型全冷式LPG船（VLGC）同时停靠并作业

新区码头成功上演“双龙会”

同时停靠在码头上的“白羊座”号和
“海军准将”号 记者 贾磊 摄

旅游旺季来临
新区景区亮新招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暑期来临，新区旅

游市场又进入了旺季，各旅游景区也增加了众

多新项目，满足市民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新项目“极炫飞跃”

演出现场人气爆棚，分贝数爆表。记者看到，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4辆两轮摩托车风驰

电掣般驶入表演场地，空翻360度、花式旋转、

脚踩车把腾空、人车分离飞跃、空中漫步……车

手精湛的车技带给观众巨大的视觉和心里刺

激，让人大呼过瘾。方特欢乐世界新增了“极限

街头派对”“篝火晚会”等演艺节目，各种演出精

彩不断。在东疆湾人工沙滩，新增了帆船帆板等

众多海上游玩项目，让市民游客清凉一夏。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的新项目“极炫飞跃”
记者 贾成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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