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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开展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开展整治行动

根据城管委统计，5 月 1 日《天津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行以来，截至8月

底，依据《条例》第六十三条、六十四条、

六十五条、六十六条、六十七条、七十条

和七十一条，新区城市管理部门一共开

出不文明罚单296张。尤其新区启动百

日攻坚行动之后，各开发区、街镇综合

执法部门等本着综合治理、疏堵结合、

标本兼治的原则，重拳出击，集中治理

不文明行为，不断加大执法处罚力度，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责令整改违法行为

2394次，开出不文明罚单158张。

记者看到，8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针

对随地吐痰、随处便溺、违规垃圾等不

文明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出动执法人

员 1.2 万余人次，开展行政检查 2600 余

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550 次，下达简

易程序处罚决定 118 件；针对在禁止吸

烟的场所和区域吸烟不听劝阻的不文

明行为，控烟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出动

执法 1.1 万人次，开展行政检查 2300 余

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536 次，下达简

易程序处罚决定 32 件；针对乱涂、乱

画、乱刻和随意张贴、喷涂广告的及毁

坏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损害树木花草的

不文明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出动执法

人员 1.2 万余人次，开展行政检查 2800

余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684 次，下达

简易程序处罚决定 4 件；针对在建成区

露天焚烧落叶、秸秆、垃圾或者其他废

弃物的不文明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出

动执法人员 1 万余人次，开展行政检查

1900 余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149 次；

针对违反规定在建成区私搭乱建的不

文明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出动执法人

员 1.2 万余人次，开展行政检查 2400 余

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283 次；针对违

反规定在建成区居民区内饲养家禽、

家畜、鸽子的，城市管理部门出动执法

人员近1万人次，开展行政检查1700余

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67 次；针对未及

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粪便的不

文明行为，城市管理部门出动执法人

员 1 万余人次，开展行政检查 2000 余

次，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121 次，下达简

易程序处罚决定4件。

新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创文百日攻坚行动期间，新区城市管理

部门将对照任务清单，继续加大对不文

明行为的巡查和处罚力度，精准发力，

助力创文。 记者 杜红梅

日前，记者从滨海新区城管委
获悉，创文百日攻坚行动启动以
来，新区城市行政管理部门加大了
对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禁烟场所
吸烟、张贴广告等不文明行为的处
罚力度，8月共责令整改违法行为
2394次，开出不文明罚单158张。

小区紧邻酒店，共用一条行车道。

堵车，成了多年顽疾。日前，泰达街银洲

公寓小区物业与银珠酒店的物业公司达

成一致，共同出资对小区公用车道进行

了改造，规划车位，确定权责，资源共享，

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停车难。

上周五，记者走访了改造后的银洲

公寓。银洲公寓属于开放型小区，小区

只有两个楼门，西侧就是银珠酒店，楼门

前的道路是小区和酒店公用的一条内部

通道。顺着楼门口的地上划了十几个车

位，上面是新写的序号，拆除地锁的痕迹

依然可见。车位对面，也就是通道北侧

立了一排崭新的护栏，恰好隔出了一条

人行道，一来方便行人行走，二来防止路

边停车堵住路。银洲公寓小区的保安师

傅告诉记者，改造前行车道两侧停满了

车，协调车位是常有的事，他最担心因为

车位起矛盾。如今，小区东侧进口安装

了车辆识别系统，正在调试马上投入使

用，今后车辆只能从该口进小区，出小区

可西行至银洲酒店一侧的北口出，北出

口也已经安装了车辆识别系统。小区和

酒店共同的道路就成了东进北出的单行

道，有效避免了“顶牛”，解决了大麻烦。

从表面上看，只是小区道路改造了，

增加了车辆识别系统。然而，背后却是

两家物业公司的资源共享，创新融合。

记者从泰达街康翠社区了解到，银洲公

寓是有着 20 多年历史的老小区，车位

少，停车难、停车乱始终是老大难问题。

康翠社区居委会曾多次联合泰达街综合

执法大队进行治理，始终没有改观。

社区联合执法大队实地考察后发

现，如果小区和酒店联合起来，形成一个

整体，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停车难。因

此，康翠社区协调银洲公寓物业公司、银

洲公寓业委会银珠酒店物业公司进行沟

通，经过多次商讨，两家物业公司同意共

同出资对公用通道进行改造，在出入口

分别安装车辆识别系统，对车位规划、资

金分配、管理形式等方面进行协商，并签

订协议对相关事项进行约定，确定双方

的权益与职责。同时，银洲公寓业主委

员会向业主征求了意见，最终 90%的业

主非常赞同，盼着多年顽疾能解决。此

外，双方物业沟通后，商定地上车位按比

例分配，分别管理，小区业主车辆也可停

放到银洲酒店地下停车场，按月缴纳停

车费。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银洲公寓车

位不足，也解决了银珠酒店地下停车场

的车位闲置问题，实现了资源共享。

记者 许卉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共同出资改造车道 规划车位 确定责权 资源共享

“邻居”物业“联手”破解停车难题

为推进创文百日攻坚行动，进一步提

升环境卫生水平，连日来，中塘镇综合执法

局组织开展创文环境集中整治行动，重拳出

击治理环境卫生乱象和问题。

自 8 月 15 日起，执法一大队每天出动

执法人员20余人次，出动执法车辆3台，集

中力量对小区及道路周边环境秩序进行大

清理，内容包括葛万路道路周边占路经营

治理、中港路乱晾乱晒治理、正兴里周边占

路市场清理及道路两侧乱堆乱放行为整治

等等。据悉，此次行动共计清理占路经营

行为 31 起，清理乱晾乱晒行为 35 起，清理

乱堆乱放行为 69 处、清运堆积物 10 车，进

一步提升镇域环境整洁度，形成良好的“创

文”氛围。 记者 李婷婷

中塘镇综合执法

重拳出击治理环境卫生乱象

天津港分局交警支队联合

南疆路派出所

集中清理南疆大桥
非法垂钓人员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交警

支队三大队联合南疆路派出所，对南疆大桥

非法垂钓人员进行了集中清理。

近期，多名垂钓人员手持专业钓具，在南

疆大桥老桥上进行垂钓活动，部分人员甚至用

手机直播钓鱼全过程，将直播间开到了南疆大

桥上。不仅垂钓者随意将车辆停放在桥上，影

响了其他车辆通行，同时桥上垂钓的直播也引

起了过往路人围观，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

患。在发现这一问题后，天津港分局交警支队

三大队会同南疆路派出所联合采取治理行

动。行动中，民警对垂钓人员进行了批评教

育，对违停车辆进行了处罚。当天晚上，共清

理垂钓人员35名，清理违法停车12辆，第一

时间恢复了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消除了交

通安全隐患。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后公

安部门还将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建立长效机

制，维护南疆大桥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法宽

8 月 7 日 11 时 35 分，在滨海新区

中塘镇贵园里，张某随手将垃圾丢弃，

中塘镇综合执法人员随后依据《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三条规

定，给予其罚款50元的行政处罚。

8月9日，辛某在滨海新区大港油

田港兴道遛犬时，因未及时清理犬只

在公共场所区域所排粪便，违反了《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七十一条

规定，被海滨街处以50元的行政罚款。

8月21日10时28分，聂某在滨海新

区港东二道随地吐痰，违反了《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被古

林街给予罚款50元的行政处罚。

8 月 22 日 9 时 54 分，在滨海新区

中塘镇正兴里，李某在禁止吸烟的场

所和区域吸烟，且不听他人劝阻，因违

法《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

四条，被中塘镇依法给予罚款50元的

行政处罚。

8 月 27 日，董某在滨海新区某房

地产中介吸烟且不听劝阻，被塘沽街

依法处以50元的行政罚款。

8 月 29 日，马某在滨海新区大港

曙光里 18 号楼 2 单元随意张贴小广

告，而且执法部门要求其自行改正

后，未在规定时间内改正。于是，《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五条

规定，大港街给予其罚款 100 元的行

政处罚。

部分处罚案例
■ 相关链接

改造后的公用道路改造后的公用道路，，规划车位规划车位、、增设护栏增设护栏

不文明行为 处罚力度再加大
滨海新区城管委8月份针对乱扔垃圾、禁烟场所吸烟等不文明行为开出158张罚单

（上接第一版）飞腾 CPU 完成

新一代四核桌面 CPU 流片和测试，

芯片功能、性能达到预期目标，多路

服务器 CPU 设计顺利推进。飞腾

CPU 项目还与长城电脑签订 10 亿

元订单合同，并与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联通等多家单位开展合作，未来

3 年预计产量 900 万颗，产值超百亿

元。麒麟操作系统安可项目、保密

专用机项目顺利推进，已在湖南完

成试点，并在财政部、中联部、国家

发改委等部门使用；获得中软预采

购5540万元订单。

科技成果转化硕果多

在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

院，今年的科技成果转化数量取得

了新突破。记者了解到，目前研究

院共收集项目 100 余个，在新区注

册公司 33 家，其中上半年新注册公

司 7 家，涉及芯片、激光、物联网、医

疗器械等领域。此外，研究院还不

断撬动社会资本，加大对科研成果

转化的投资力度。其中，深鉴科技

以 3 亿美元被收购，华慧芯科技估

值达 3.5 亿元，6 家公司获得 9000 余

万元融资。

浙江大学滨海产业技术研究院

也迎来了良好的产业化前景。上半

年，研究院新申请各类知识产权114

项，新注册企业 7 家，目前在孵企业

累计达 29 家，合计获批国家高企 3

家，注册资本近 3 亿元，累计产值

5.5 亿元。其中，泽达易盛年产值超

2 亿 元 ，目 前 正 在 申 请 科 创 板 ；

mprobe 公司（医疗健康）估值超 3 亿

美元；迦自机器人公司估值超 3 亿

元；晶丽数码预计年产值达 6000 万

元。研究院二期将加速建成 10 万

平米浙江大学（天津）智能科技创新

产业园。

走进中英生物医药技术转化与

产业化基地记者发现，这里的孵化

育成工作已初见成效。中英基地目

前入驻项目及企业达 43 家，累计注

册资本达 4.1 亿元，上半年入驻企业

累计合计纳税总额近 2600 万元。

据中英基地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中

英基地对外开展技术咨询、技术检

测等服务 80 余次，实现各类技术收

入约1000余万元。

同时，天津市滨海新区信息技

术创新中心打造的 NRS1800 交换

芯片上半年累计完成合同销售额

425 万元，在 70 多家大国重器产品

型号上开展试用，预计全年可完

成销售合同 1000-2000 万元；两家

衍生企业稳步成长，芯海 创 增 资

4000 万 元 ，申 易 科 技 加 快 融 资步

伐。天津（滨海）人工智能军民融

合创新中心科研工作取得突破，群

体智能操作系统 micROS 研制取得

阶段成果。

平台建设再进一步

“今年，北京大学（天津滨海）新

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建设成效显

著。”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研究院已获得天津市产业技术研究

院认定，孵化转化了“燕云”云管理

器。该项目曾获得 2018 年度国家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目前，新一代

信息技术研究院已聚集了 AVS2 超

高清视频转换器等多项科技领先产

品，形成了以高文院士、黄如院士、

梅宏院士领衔的一批代表性成果，

其中云圣智能公司估值达10亿元。

记者了解到，北京大学（天津滨

海）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院二期将

重点引进高端芯片、核心器件、人工

智能等产业化项目，筹建“京津协同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基金”，首期规

模 5 亿元，培育高科技高产值公司，

将实现 300 名左右规模产教融合研

究生培养，争创国家综合性协同创

新中心天津分中心。

除此之外，天津中科智能识别

产业技术研究院也在加快二期项目

建设。研究院积极推动智能制造、

智能安防、智能服务、智能教育四个

二期项目，承接国家、地方等项目达

45 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63 项，为

10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获批天

津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和天津市人工

智能科普基地。研究院及其孵化企

业已经吸引社会融资 2.19 亿元，其

中银河水滴估值达 10 亿元，中科虹

星完成融资 6000 余万元，产业培育

态势良好。

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区科技

局将加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服

务力度，加快聚集创新资源，积极建

设面向产业发展、企业化运作的创

新平台。

八大平台创新活力竞相迸发

（上接第一版）贷款贴息方面，种猪场、规模猪场流动资金贷款

贴息实施期限延长至2020年12月31日。保险方面，自2019年

5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暂时将能繁母猪保额从 1000-

1200 元增加至 1500 元、育肥猪保额从 500-600 元增加至 800

元。推动粪污处理方面，扩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实施范围，2020年择优选择100个生猪存栏量10万头以上的

非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补贴补助方面，2019 年实施生猪良种补贴，补贴标准每头

能繁母猪每年不超过40元；非洲猪瘟强制扑杀补助经费由现行

按年度结算调整为每半年结算发放一次。养殖用地方面，生猪

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在不占

用永久基本农田前提下，合理安排生猪养殖用地空间，允许生

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禁养区划定方面，开展禁养区划定

情况排查，立即整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情形；加强

禁养区整改调整政策支持，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养

殖场户，优先支持异地重建。运输方面，从2019 年9 月 1 日起，

对整车合法运输仔猪及冷鲜猪肉的车辆，恢复执行鲜活农产品

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在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

间，对整车合法运输种猪及冷冻猪肉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

费。抵押贷款方面，对符合授信条件但暂时遇到经营困难的种

猪场（地方猪保种场）、生猪规模养殖场和屠宰加工企业，不得

盲目限贷、抽贷、断贷。农机方面，将全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

类范围内的所有适用于生猪生产的机具品目原则上全部纳入

省级补贴范围，对生猪养殖场（户）购置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疫

病防控、废弃物处理等农机装备应补尽补。

多部门出台17条硬措施
支持生猪生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