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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水灵盟

日用品咨询服务部，遗失营业执照

正 、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67E5W28,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塘沽建通广告工程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120107000028099，由于公司需继

续经营，决定撤销清算组，不再注

销，特此公告。

撤销清算组备案公告

遗失声明
屠玉柱（身份证号 1201071968****

0016），遗失（C）海阔苑303栋1303室选房

确认单，特此声明。

天津渤化化工发展有限公司“两化”搬迁改造项目
跨界管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第二次网上公示

建设项目名称：天津渤化化工发展

有限公司“两化”搬迁改造项目-跨界管

廊项目

项目选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

港工业区西港池以南、南港六街以东

建设内容：跨界管廊项目是连通公

司“两化”搬迁项目第一区块原料成品罐

区和第二区块主生产装置区之间的管道

物流主通道，是“两化”搬迁改造项目的

“咽喉要道”。全厂的主要原料甲醇、苯、

丙烯、乙烷，主要产品及中间产品环氧丙

烷、氯乙烯、液碱等均通过跨界管廊进行

运输。本项目跨界管廊拟分期敷设30条

管线，一期敷设28条，二期敷设2条。

建设单位名称：天津渤化化工发展

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方式：高先生 022-

66613317

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中国天

辰工程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下

载 链 接 http://www.daguchem.com/

shownews.asp?id=431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报

告查阅方式和途径：现场查阅

地址：天津开发区南港工业区创新

路（东）99号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

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www.

daguchem.com/shownews.asp?id=377

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邮

箱：gaojianguo@tjbhcd.com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自公示

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遗失声明
刘霞，遗失保险销售从业人员执业证

书，执业证编号：02000112000080002
016163331，特此声明。

昨日，来自日本横滨的一个集装箱

在位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中创物流国

际中转集拼作业场地完成拆箱作业，箱

内5件目的港为韩国仁川的中转货物与

国内出口货物重新拼箱后运往韩国。这

是在总署2018年120号《关于海运进出境

中转集拼货物海关监管事项的公告》发

布后，天津口岸首票由北疆进境、东疆出

境的跨关区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在东疆保

税港区顺利完成。该中转集拼业务顺利

开展，为天津口岸和东疆保税港区增加

一项重要功能，对吸引国际采购、分拨配

送等高附加值物流增值服务向港口集聚

具有推动作用。

大幅节省企业转运时间和成本

国际中转集拼是衡量一个港口国际

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天津自贸区《深改

方案》针对天津港远海近陆、腹地广阔、

铁路网发达的特点，提出将中欧班列与

跨境电商、中转集拼集成发展的思路。

“在模式落地前，像此次目的港为韩

国釜山的中转货物与国内出口货物，如

果要想一起运往韩国，必须在分别办理

完相应报关手续后再打包，即国际中转

货物先报关进到保税区，再与来自国内

货物一起办理手续出口出去。国际中转

货物会产生两次报关、监管等费用，这就

使得我们很难与韩国釜山、香港这类中

转港去竞争转口货源。”天津隆生物流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华表示，而在国际中转

集拼实行后，各方货物运抵港口后，在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拆箱分拣、重新装箱

后就可以运送出境，大幅节省了企业转

运时间和成本。由于天津港开往世界各

地的拼箱航线非常多，这也给客户们带

来了更好的选择。

助力天津港全球产业地位提升

东疆保税港区经济改革和运行局副

局长袁会江表示，国际中转集拼业务开

展，对于完善东疆集装箱吞吐结构，吸引

国际采购、分拨配送等高附加值物流增

值服务向港口集聚具有极大推动作用，

也将进一步推动天津口岸由单纯集装箱

运输型中转向高物流附加值的集拼、拆

拼中转转型，提升天津港在全球物流产

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这也将是打造

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自由贸易港的

重要助推器，将为天津口岸打造对外开

放新高地发挥重要作用。

“下一步，东疆保税港区将继续推动

利用海运舱单进行申报以及利用保税转

口一体化通关进行的多种模式国际中转

集拼，助力天津港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

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更好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他表示。

自贸区《深改方案》又迎标志性新突破

国际中转集拼新模式新区落地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报道

国际中转集拼是指境外货物经过近

洋、远洋国际航线、陆路、铁路等方式至

港口，与内地通过沿海、沿江内支线船舶

或铁路、陆路转关至同一港口的出口货

物，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拆箱进行分

拣和包装，并根据不同目的港或不同客

户，与本地货源一起重新装箱后再运送

出境的一种港口物流业务。

什么是国际中转集拼？

■ 名词解释工作人员正在将韩国仁川的中转货物与国内出口货物重新拼箱 记者 陈宝麟 摄

时报讯（记者 尹娜）记者昨日从市人力资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近日，市人社局、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共同召开首届工程技术系列人

工智能专业副高级、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成立

仪式，现场为评审专家代表发放聘书。据悉，

这是全国首个人工智能职称专业职称评审委

员会。首届评委会成员由南开大学人工智能

学院智能所所长许静等45名具有正高级职称

的来自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的专家教授共同

组成。

近年来，本市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产业发

展，目前，以智能科技产业引领高质量发展，取

得了明显成效。据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目

前，本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智能制造企业占比近

两成，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占比近三成，并呈逐

季走高态势；智能科技高新技术企业 300 余

家，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00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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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分别增长94.3%和20%。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支撑，人才集聚才能产

业兴旺。为促进人工智能人才高地建设，今年

5月，本市在全国率先增设工程技术系列职称

人工智能专业，并出台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专业

职称评价标准，颁发了首张人工智能专业职称

证书，促进了海内外人工智能人才来津创新创

业。自去年“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发布以来，截

至目前，全市共引进各类人才 18 万多人，其

中，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层次人才，占引进总数的20%。

同时，本市不断加强对人工智能专业人才

的继续教育培训。市人社局今年计划组织10期

人工智能主题培训，为专业技术人才补充新知

识，开阔新思路，提高创新能力，增强发展后劲。

本市成立全国首个
人工智能专业职称评委会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日

前发布《白昼流星》预告，曝光了陈凯歌执导的段

落。据悉，为还原神舟十一号飞船返回舱成功着

陆的场面，他特地邀请到了当时的航天员景海

鹏、陈冬参与拍摄，片中的开舱手在现实中也曾

为多个返回舱开启舱门，而包括特种车辆、降落

伞、宇航服等等也都是当年的实物。陈凯歌透

露，在戈壁滩上剧组1∶1还原出了当时的盛况。

《白昼流星》将镜头对准刘昊然和陈飞宇饰演的

一对少年流浪兄弟，迷茫落魄的二人在遇到田壮

壮饰演的退休扶贫办主任后，生活悄然发生了变

化，更见证了神舟十一号飞船成功着陆这一重大

历史瞬间，内心受到了极大冲击和洗礼。

时报讯（记者 王淞）由罗永昌执导，任达

华、梁咏琪、罗仲谦、杨采妮等十余位演员加盟

的陪伴电影《小Q》日前举行观影会，任达华伤

后首度亮相，他希望本片能让观众体会到人间

的真情至爱，“只要有家人和朋友的陪伴和爱，

所有困难都会过去。”《小Q》讲述了任达华饰

演的李宝庭因中年失明几度封闭自己，而小Q

的出现让他重新体验到生活和生命的美好，最

终一人一狗相依相守的动人故事。任达华表

示，该片和《岁月神偷》都对自己有着非凡的意

义，“尤其是《小Q》，这是我拍过的最好看的陪

伴电影。”

任达华领衔《小Q》
“堪比《岁月神偷》”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 报道 贾成
龙 摄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残疾人

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

奥项目的比赛将于8月25日至9月1日在

滨海新区举行，目前距离赛事开幕还有不

到两周的时间，承接比赛的体育场馆也在

抓紧时间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昨日，记者

在天津科技大学体育馆采访时了解到，作

为本次特奥会主场馆的天津科技大学体

育馆已经基本完成了比赛场馆基础设施

的提升改造，正在进行场馆的装点工作，

科大的工作人员力争为前来参赛的运动

员和教练员创造优良的赛场氛围。

本届特奥会，天津科技大学体育馆

将举办篮球和滚球两个项目的比赛，体

育馆副馆还将举行特奥运动员健康计划

活动。昨日记者在天津科技大学体育馆

篮球比赛场馆和滚球比赛场馆看到，现

场的赛事背景板已经安装完毕，场馆的

灯光和窗帘也进行了整改，完全能够达

到比赛要求，场馆的电源和电路不符合

要求的部分也都进行了改造，女篮比赛

场地的四周墙面正在进行软包，预计工

作在2天内完成。另外，体育场馆内外的

运动员无障碍通道提升改造已经完成。

天津科技大学后勤管理处副处长崔

永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我们

的比赛场馆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场馆装

点工作也已经进行几天了，装点工作主

要就是集中在针对比赛要做的相应装饰

上面，提升比赛现场的视觉效果。篮球

馆的篮球架和广告板摆放、计时计分系

统调试，以及滚球比赛场馆的球道铺设

等工作，8月15日前后都能完成，15日之

后就是完善细节的工作，比如指示牌的

摆放，桌椅板凳的摆放等等，20日左右能

够完全达到特奥篮球和滚球比赛要求，

迎接特奥会。”

另外，天津科技大学体育馆副馆在

特奥会举办期间还将举行特奥运动员健

康计划活动，目前场地搭建工作正在进

行中。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天津市体育

局与天津食品集团合作签约暨天津男排新周

期冠名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市政府新闻发

布厅举行，记者获悉，天津市体育局与天津食

品集团合作共建天津食品集团男子排球俱乐

部，是为了推动天津排球事业全面发展，助力

天津男排再创佳绩，永攀高峰。

据了解，天津男排在2018-2019赛季结束

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本赛季将引入多名内

援、外援补强队伍的实力。

全景展现中国家庭升学压力

“熬过这九个月，你的人生就一帆风

顺了，熬不过，你就抱憾终身。”剧中，童文

洁这句台词为全剧奠定了紧张、焦虑、孤注

一掷般的备考基调。尽管《小欢喜》呈现了

单亲家庭、官员家庭、中产家庭的不同状

态，但无论是为了保障孩子睡眠的充足，搬

进了月租过万学区房的方家；不惜辞职照

顾高考，发明了“生吞海参”的食疗方法的

乔家；以及逼孩子穿秋裤的季家；不重样的

父母却分享着同样的焦虑。谈及三组家庭

的塑造，汪俊表示：“官员家庭中，父母其实

是长期缺位的，孩子像留守儿童一样；单亲

母亲会比一般的母亲有着更加炙热的爱，

也更容易让孩子喘不过气，方、童这对夫

妻比《小别离》时期更接地气了，方圆不再

是医生，童文洁也更暴躁，人设会更下沉

一些。”与一些剧集会刻意放大父母的“压

迫”提升戏剧性不同，汪俊在采访中坦言，

从《小别离》到《小欢喜》，创作风格都在

“收”和“控制”：“想要细节真实，主创者一

定要控制。因为我们也经常会夸张，甚至

美术上都有很多高于生活的东西，如果控

制得好就会真，控制不好就会悬浮。”

每一代父母都望子成龙

黄磊是该剧总编剧，更曾表示剧中的

爸爸方圆展现了不少他本人在教育问题

上的思考。剧中三组家庭中父母的演员

生活中都已经为人父母，汪俊导演也透

露，拍戏空闲时演员们都会交流育儿理

念，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将相似

的教育剧排出特点，汪俊也指出:“必须是

真情实感，首先演员要先打动我，才能打

动观众。我们不怕大题材的雷同，关键在

故事、细节、人物的不一样。”

《小欢喜》的人物塑造方面不仅强调

了几组家庭社会身份的不同，家庭教育中

的性别差异，70 后父母的教育理念等也

引发观众热议。对此，汪俊认为，70后父

母其实和60后、80后父母没有本质区别：

“60后、70后、80后父母的共同特点都是

望子成龙，我觉得独生子女是家庭中对孩

子期待比较高的根本原因，如果英子有六

个孩子，可能就不会把全部注意力和精力

都扑在一个孩子身上了，容易给孩子形成

压迫感。”但即便如此，汪俊也并不会臧否

几组家长的教育理念：“人人都有自己的

道理和理念，这样才能引起话题和讨论。

虽然有快乐教育，但有时候孩子确实需要

强制和管教。我觉得教育是非常宽泛的

话题，还是要因人施教、因材施教，完全放

任自流也是不行的。”

管理型的母亲，与孩子玩在一起的父

亲似乎成了很多家庭剧的标配，而父母在

家庭中形象的“固化”同样引起了汪俊的

注意，“母亲更操心孩子的事儿应该是中

国家庭的特色了，很多中国家庭是男主

外、女主内的结构，这就让母亲在孩子教

育方面用的心力、承担的责任更多，但在

某种程度上，中国父亲与孩子的交流往往

也更困难一些。” 时报记者 王晶

《小欢喜》导演汪俊：

现实题材要学会“控制”
现实主义题材剧《小欢喜》登陆东方卫视开播以来不仅收视高开高走，豆瓣评分更成功破8分，剧中三个

中国高考家庭的故事更被观众评价为“接地气有代入感”。进入第二季度以来，荧屏教育题材剧颇有扎堆趋
势，同样以中考高考为主线，《小欢喜》因没有鸡飞狗跳和洒狗血成为教育剧中的清流。昨天下午，本报记者
采访到了执导《小别离》《小欢喜》姐妹篇的汪俊导演。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场馆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场馆装点工作装点工作

天津科大体育馆装点迎特奥 天津男排有了新冠名
天津食品集团合作签约

陈凯歌《我和我的祖国》
1∶1还原神舟十一号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