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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报 滨海看看

上半年多个新政落地 众多高投资额项目落户

新区融资租赁产业加速集聚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 今年以来，新区发挥创新引领作用，利好政策纷纷落地，制度创新动能充
分释放。如在东疆保税港区，出台了首个保税租赁海关规定，完成大型直升机租
赁海关异地委托监管；在天津自贸区率先开展飞机离岸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
业务等

◎ 据悉，目前新的租赁业态和租赁模式也在新区不断聚集，新区融资租赁
业租赁标的物已扩展至轨道交通、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文化无形资产
等新领域，基本实现了租赁主要业务领域的全覆盖

融资租赁是滨海新区的一张名片。

今年上半年，在多个国内首创新利好政

策支持下，众多高投资额的租赁业项目

落户，新区租赁业也正不断拓展发展新

空间，加速租赁新业态培养，在调整中不

断前行。

新利好政策纷纷落地

“对于一个租赁业发展比较成熟的

区域来讲，应该进一步深挖市场需求，市

场的痛点就是改革创新的发力点。”中

国租赁联盟召集人、国际租赁联盟组委

会召集人、联合租赁研发中心主任杨海

田表示。据了解，今年以来，新区融资租

赁业瞄准市场痛点，在政府相关部门推

动下，利好政策纷纷落地。

今年初，安鹏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成功签下了一笔价值3000万元的订单，把

一架从新西兰购买的小型飞机，直接在当

地发货，运到了印度尼西亚一家通航公

司。而以前这种离岸飞机租赁业务却行

不通。在之前的政策下，境内的融资租赁

企业只有把飞机运到国内之后，才能租赁

给国外的企业，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物流成

本让很多企业不得不放弃该业务。

“我们积极与天津市外汇管理局进

行沟通。经过反复研究，国家外汇管理

局批复同意，在天津自贸区内率先开展

飞机离岸融资租赁对外债权登记业务。

允许天津自贸区内的融资租赁企业，在

办理相关手续之后，在飞机不入境的情

况下，直接租赁给境外客户，而资金仍然

在境内进行结算。”东疆保税港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这仅仅是新区租赁业制度创新的一

个缩影。今年以来，新区发挥创新引领

作用，利好政策纷纷落地，制度创新动能

充分释放。如在东疆保税港区，出台了

首个保税租赁海关规定，完成大型直升

机租赁海关异地委托监管等，为产业发

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新租赁业态加速聚集

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租赁业在发

展中，存在着同质化竞争、低质量资产等

问题，为此也需要不断深挖租赁新蓝海，

细分业务领域，接轨国际市场。

据了解，今年以来，新的租赁业态和

租赁模式也在新区不断聚集。如前不

久，东疆完成了全国首批以融资租赁形

式出口汽车的业务，首批35辆牵引车在

内蒙古甘其毛都口岸完成报关手续。此

单业务的完成，进一步推动了东疆融资

租赁业务的出口模式改革探索，拓宽了

服务“一带一路”国家的融资渠道；而在

通航领域，东疆相继引入Falko等国际大

型通航租赁公司落户，还吸引了上海金

汇通航和中瑞通航等运营公司在东疆设

立租赁平台，使通航租赁企业更趋多元

化、专业化和国际化，东疆通航租赁业务

规模持续扩大。

据悉，目前新区融资租赁业租赁标的

物扩展至轨道交通、医疗器械、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文化无形资产等新领域，基本

实现了租赁主要业务领域的全覆盖。

优质新项目纷至沓来

在良好的政策优势、专业的投资服

务环境助推下，今年以来，多个融资租赁

领域高投资额大项目纷至沓来。

如中国电信50亿融资租赁项目落户

东疆，将推动加快云计算、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成为中国通信和新科技租赁产

业的领军企业；注册资本金30亿元的中

车金租项目，未来将重点专注于高速动

车组、大功率机车、铁路货车、城市轨道

车辆等世界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的租赁

及金融服务。

“金融租赁对轨道交通实现市场化、

国际化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东疆提供了

优质的营商服务环境以及良好的政策，

各方面都促使我们把金融租赁落户在这

里。未来我们也将加快进入全球高铁机

车商业销售体系，以租赁推动我国高铁

等轨道交通装备走出国门，实现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深度合作。”中车金融租

赁董事长徐伟锋表示。

据悉，今年滨海新区将进一步推进

租赁政策制度创新，形成与国际接轨的

租赁业发展环境，助推融资租赁产业加

速集聚。

天津港口集装箱货物生产作业时限标准今起执行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记者从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获悉，《天津港集装箱

货物生产作业时限标准》日前已正式发

布，7月15日起执行。

据了解，为推动实现跨境贸易便利

化，进一步提高港口作业效率和服务水

平，市交通运输委于今年2月发布了《天

津港码头堆场操作时限标准（试行）》，向

社会承诺天津港码头营业厅办理业务手

续10分钟内完成，闸口校验信息放行2分

钟内完成，提箱作业30分钟内完成占比

不低于 60%、60 分钟内完成占比不低于

90%；堆场拆箱提货手续办理及人力、机

力操作时限分别为3小时和2小时，空箱

收箱作业40分钟内完成。

市港航管理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试

行标准实施以来，天津港各码头公司、堆

场企业通过内部流程优化调整、科技化设

备应用、员工技能提升等方面挖掘潜力，

积极落实承诺事项，港口作业效率显著提

升，客户满意度大幅提高。市港航管理局

会同天津港集团前一阶段工作基础上对

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新增了查验和综

合环节，其中每箱普货查验掏箱装箱作业

3小时内完成，拖轮助泊作业准点率达到

95%以上、引航员登轮准点率达到100%、

理货完成2小时内发送产品数据；此外，正

式标准还承诺码头作业时间为全年全天

候、因港方原因造成船舶动态计划变更率

和集装箱班轮脱班率均不超过2%、准班集

装箱班轮直靠率达到90%以上、岸桥平均

作业效率每小时28自然箱以上。

●天津港码头营业厅办理业务手续10分钟内完成 ●闸口校验信息放行2分钟内完成 ●提箱作业
30分钟内完成占比不低于60%、60分钟内完成占比不低于90% ●堆场拆箱提货手续办理及人力、机力
操作时限分别为3小时和2小时 ●空箱收箱作业40分钟内完成

滨海-中关村智能制造科创中心开业

注销公告
天津滨海新区巧耕耘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号：12011600022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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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先 生 ，联 系 电 话 ：

18920717185)

遗失声明
天津恒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30031217XL,遗失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第一支行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 J1100045118803，帐号：

0302090209300447762,遗失公章（纯铜质）、

财务专用章（纯铜质）、合同章（纯铜质）、法

人章（杨群峰印），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创艺佳家电维修中心，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120116600359278,特此声明作废。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日前，滨海-中关

村智能制造科创中心开业庆典暨“硬创空间”

孵化器首批入园企业签约仪式成功举办，同时

“中关村智造大街-天津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硬创空间是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管

委会与北京硬创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成立

的专业硬科技孵化器，将依托中关村智造大

街独有的“北斗七星服务链”，为新区企业提

供企业经营生命周期的全流程服务。除可提

供工商财税、园区入驻等基础服务外，还可解

决硬科技企业诸如硬件快制、工业设计、可靠

性测试，工业大数据分析与SMT一站式敏捷

快制等专业化服务。滨海-中关村智能制造

科创中心与“中关村智造大街-天津服务平

台”的启用将促进科技园产业生态与专业科

技服务充分连接与融合，提升科技园专业服

务效率，实现更多的硬科技创新企业落地滨

海-中关村科技园。

滨海-中关村智能制造科创中心内景
记者 何沛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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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张鹭站位太靠前被深圳佳兆业

外援马里吊射得手，下半场主帅朴忠均接

连换下宋株熏和吴伟两名高个防守队员，

马里得以充分发挥头球优势破门，上周末

的2019赛季中超联赛第17轮比赛，天津

天海将帅接连犯错，导致球队最终2∶2遗

憾战平保级竞争对手深圳佳兆业。最近

5轮比赛4主1客却仅取4分的天海，接下

来将面临一系列艰难比赛的考验。天海，

还有改错的机会吗？

4主1客却仅取4分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本赛季从第 13

轮主场战河南建业到第17轮主场战深圳

佳兆业这5场比赛，都是天津天海抢分逃

离降级区的最好时机，一方面，这5场比

赛除了与大连一方一战，其余4场比赛天

津天海都是主场作战，球员以逸待劳，占

据体能优势；另一方面，5个对手中，除了

第16轮战广州恒大，其余4个对手河南建

业、大连一方、江苏苏宁和深圳佳兆业，天

津天海其实都有一战之力，而且其中的河

南建业和深圳佳兆业还几乎是以残阵出

战，这样多的取分好机会，天海却都一一

错过。这究竟是谁的错呢？一说是门将

张鹭的错，战江苏苏宁他出击失误被张凌

峰打空门，战深圳佳兆业他站位太靠前被

马里吊门得手，一说是主帅朴忠均的错，

他的战术打法太追求进攻，防守力量不

足。这些观点都不能说错，毕竟这些情况

在赛场上都出现了，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

天海将士们的心理出现了失衡，比赛越进

不了球，就越追求进攻，追求进攻，就在一

定程度上牺牲了防守，防守不稳导致失球，

挫伤球队士气，比赛结果自然非平即负。

将迎来残酷赛程考验

接下来天海将面临一系列残酷比赛的

考验。从第18轮比赛到第25轮比赛，天津

天海将分别对阵山东鲁能、河北华夏幸福、

天津泰达、上海上港、上海申花、重庆斯威、

广州富力和北京国安，这几场比赛基本就

能定天海这个赛季的生死了。但是，这8轮

比赛天海会打得很艰难，一方面天海的赛

程是5客3主，另一方面对手中鲁能、上港

和国安整体实力强悍，泰达、斯威和富力外

援实力出众，申花和华夏幸福是天海保级

竞争对手，哪支球队都不好打。

在这种情况下，天海上下必须要在思

想态度上高度统一，比赛打到这个程度，大

家就别想其他的了，认认真真完成每一堂

训练课，完成主教练安排的每一项训练科

目，比赛的时候就看眼前，传好眼前这一脚

球，做好眼前这一个技术动作，尽全力把眼

前这一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内就可以了。

只有把心态摆正了，踢球的脚才会正，分数

和胜利才能到手，而这也是天海改错的最

后一线机会。 时报记者 宋鑫鑫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 报道 贾磊 摄影）7

月13日、14日两天，由滨海新区总工会主办，滨

海新区台球协会等单位协办的滨海新区首届

职工健康运动会台球比赛项目进行了预赛和

决赛，30个代表队197名参赛选手参加了预赛，

最终海滨街道徐海江，胡家园街道陈利生和杨

洋分别获得个人赛的前三名，海滨街道总工会

代表队、胡家园街道总工会代表队、开发区总

工会代表队获团体赛前三名，区公安局工会代

表队、塘沽街道总工会代表队获精神文明奖。

天海还有改错的机会吗？

《银河补习班》在津点映

邓超俞白眉“问话”应试教育

职工健康运动会
台球赛火热开赛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经过5天的激烈争

夺，由天津市滨海新区教育体育局主办，天津

市滨海新区塘沽紫云中学和滨海新区塘沽第

一中学协办的2019年“均岩科技”杯首届天津

市滨海新区“京津冀”校园足球邀请赛，近日在

滨海新区圆满落幕。最终，天津泰达两支代表

队分获男子甲组和男子乙组的冠军，滨海新区

两支代表队分获男子丙组和女子组冠军。

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去年暑期档，《我不是

药神》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而今年，由邓

超、俞白眉执导的《银河补习班》则将视角

对准了人们更为关注的教育问题。本周

四，该片就将正式与观众见面，映前两位

导演携新作来津举行点映活动。

清华北大是不是终极目标？

印度电影《起跑线》对择校观的探讨、

泰国电影《天才枪手》对校园贫富差距的

关注，以及《老师·好》中写实般的师生关

系，掀起了一波有关教育话题的观影热

潮。那么，邓超和俞白眉的《银河补习班》

呢？显然，身为“学生家长”的他们有着与

很多同龄人相似的看问题角度。

片中，任素汐饰演的母亲陷入了当下

很多家长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之中，千方百

计督促孩子好好学习，考入清华、北大这

样的名校。而饰演父亲的邓超却给出了

不同的观点，“清华、北大不是目标，是过

程，你要清楚自己到底想要干什么。”“人

生的目标就像一个靶子，如果你连靶子都

没有只知道每天拉弓，那你的人生一定不

会成功。”

在《银河补习班》这个故事中，邓超一

直在引导儿子脱离书本，感受世界，去独

立思考，“这是一个理想中的父亲，我希望

自己也能这样教育孩子。”对此，俞白眉则

坦言，在自己心中真正成功的教育，是培

养孩子建立健全的人格和独立思考的能

力，“就像片中邓超的儿子自己从洪水中

脱险，凭的就是父亲日常对他独立思考能

力的培养。我们的孩子不一定会遇到真

正的洪水，但生活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

‘洪水’出现，我们是不是应该培养孩子们

独立抵御这些‘洪水’的能力呢？”

挑战传统父爱观念

“对不起，我是第一次做爸爸，我也在

学习做爸爸。”——在《银河补习班》中，邓

超的这句台词成为了全片的点睛之笔。

在中国传统式的父子情中，父亲扮演的似

乎总是沉默寡言、不善表达的角色，但这

真的是孩子们希望看到的吗？片中，邓超

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他会想办法跟

孩子做朋友，去真实分享自己的困惑和感

受，与孩子一起感受世界；比如，他会尊重

孩子的想法，倾听孩子的内心，而不是强

迫他；比如，他会教导孩子获得知识的方

法，而不是单纯地去获得知识……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中，父亲是不习

惯表达自己感情的，这是我们民族习惯性

的尴尬。”俞白眉表示，“所以我们拍这个

电影的目的就是想要改变这种现状，或许

我们现在不太可能改变上一代，但可以努

力去改变下一代。”

而除去这些话题，触动了 80 后观众

们“想做又不敢做”的内心世界，影片还给

观众带来了更多感同身受的共鸣。片中，

很多情节都让80后们重新找寻到了曾经

的记忆：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1997年香

港回归，1998 年的洪水，以及韦唯、毛阿

敏、张国荣、陈明演绎的老歌——《亚洲雄

风》《快乐老家》。这些，也都成为故事中

调动观众感情的催化剂。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陈思诚监制，柯汶利

执导的悬疑犯罪电影《误杀》正在热拍，该片是

陈思诚首部参与监制的电影作品，也是继网剧

《唐人街探案》后再度与柯汶利合作。此前，陈

思诚曾凭借《唐人街探案》系列电影开创“喜剧+

悬疑”的新类型，他表示此次将把目光聚焦在悬

疑犯罪类型片的新探索之上。《误杀》改编自印

度口碑神作《误杀瞒天记》，原作讲述了学历不

高但酷爱电影的父亲，为了替女儿遮盖“误杀”

罪行，以电影桥段为灵感，设计了一场完美无缺

的“瞒天过海”大计，成功守护家人的故事。

滨海新区“京津冀”
校园足球邀请赛圆满落幕

陈思诚打造《误杀》
聚焦类型片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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