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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中铁城建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龙江

大厦一号楼，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全部丢
失，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天津鑫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注册

号：12019220060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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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联系电话：13802007282)

策划：王贵民 编辑：宋书琴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滨 海 工 会

时报讯（记者 赵路畅）日前，新港街

道总工会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举

办了职工踢毽比赛，来自15个基层工会

的140余名职工参加比赛。

比赛项目为个人赛，赛时一分钟，采

用计数赛制。随着裁判长一声令下，比

赛正式开始，盘踢、反踢、磕踢……毽子

的各种踢法让现场观众纷纷叫好，加油

声、呐喊声不绝于耳。

据介绍，本次踢毽比赛活跃了职工

文化生活，对缓解职工工作压力起到了

良好的作用，激发了广大职工投身建设

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的工作

热情。

新港街道总工会举办职工踢毽比赛

时报讯（记者 赵路畅）近日，由天津

港保税区总工会、天津港保税区社会发

展局、天津空港经济区文化中心等单位

联合举办的 2019 年“滨海农商银行杯”天

津港保税区羽毛球锦标赛在空港体育中

心落幕。本届羽毛球锦标赛是保税区近

年来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比赛之一，区

内 60 余家单位的 335 名职工积极参加比

赛，以 135 场精彩赛事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

赛场上，运动员们信心满满、勇于争

先，裁判员们认真负责、仔细执裁，为大家

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视觉盛宴。此次比

赛彰显了运动员们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为保税区体育健康事业蓬勃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天津港保税区举行羽毛球锦标赛

时报讯（记者 赵路畅）中秋节即将

来临之际，来自滨海新区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 200 余名单身青年职工身着盛

装参加了由新区总工会主办的“爱在滨

海——遇见你遇见爱”滨海青年交友联

谊会。

此次活动是利用新区总工会“爱在

滨海”职工婚恋服务平台，为广大单身职

工提供的又一次特色服务。参加活动的

单身青年全部通过所在单位工会组织审

核，经由“爱在滨海”新区职工婚恋服务

平台报名并遴选后入围。活动现场弥漫

着温馨与浪漫。线上，大家通过手机

APP交流互动、及时关注和掌握“心仪对

象”的信息；线下，大家则通过游戏互动

及面对面沟通、红娘牵线，深入了解，加

深印象。

男女嘉宾根据个人爱好和生活习

惯，分别落座于不同“标签”的桌次。通

过这种特别的“标签”设置，让同桌的男

女嘉宾们轻松找到共同的话题，同时通

过踊跃参与“有奖问答”“才艺展示”“你

来比划我来猜”等轻松活泼的互动游戏

让大家慢慢拉近了距离。活动后经过统

计，有 8 对单身男女职工实现“一键相

约”，互相“比心”。

据悉，一直以来，新区总工会高度重

视单身青年职工的婚恋问题，并充分利

用职工婚恋网与手机 APP 同时服务职

工，为广大单身青年职工牵手、恋爱、成

家架起了宽阔的鹊桥。下一步新区总工

会将继续探索创新，努力搭建更加广阔

的平台，解决好婚恋这个单身职工最直

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为促进家庭、单

位、社会的和谐稳定进一步发挥好工会

组织的积极作用。

“北京时间2019年3月3日15时，即埃及

开罗时间当天9时，晴空万里。埃及新行政

首都中央商务区项目（以下简称“埃及CBD

项目”）PK06标段首块筏板正式开盘浇筑。

当时，埃及当地搅拌站的混凝土罐车有序排

列，5台高大的汽车泵环绕C05楼基坑，十分

壮观……”来自天津的建设者李健说，作为中

国人能够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项目建

设，感到十分自豪。

埃及CBD项目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

点项目，也是迄今中资企业在埃及承接的最

大项目。项目地处埃及首都开罗，是埃及政

府决定在沙漠中兴建新城的一项举国工

程。项目占地50.5万平方米，包括1栋非洲

第一高楼，总建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李

健作为承建方中建五局的项目PK06标段负

责人，2019年春节前夕就远赴埃及，参与到

该项目的建设中。

今年 37 岁的李健，身材高大、皮肤黝

黑、浓眉大眼，一看就是个北方汉子。李健

说起话来十分爽朗，他告诉记者：“我深知肩

上的责任重大，除了要帮助企业拓展市场、

树立品牌，自己更要将这个具有非凡意义的

项目干得漂亮、干得出彩，展现天津建设者、

中国建设者的风采。”

冲锋陷阵 使命必达

2018 年底，接到前往埃及项目调令不

久，李健就接到母亲患癌症的消息。一边是

病床上的母亲，一边是身上的职责，这让李

健犯了难。在尽可能地在医院照顾了母亲

一段时间后，李健还是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去

往埃及的飞机。

落地埃及开罗，早已熟知项目情况的李

健便开始着手“属地化”管理、全球化采购等

工作，一项项举措的推敲落地让项目进度快

速推进。

说起“属地化”管理理念，李健说：“在

海外经营中，由于埃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我们不能照搬国内经验，要遵守当地法律

法规，尊重、适应当地风俗习惯，按照当地

文化习惯处理社会责任问题。不仅仅是多

雇用几名属地员工了事，更重要的是授之

以渔，将国内先进的管理模式及经验与埃

方互享，从根本上解决属地化管理的难

题。”项目难，一是在施工，二是在管理。李

健一直秉持着“对内公平，对外真诚”的管

理理念，多次与埃方协调，将项目上原埃及

惯用的点工制变成了包工制，大大提高了

项目施工效率。

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

“我认为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久久

为功！”在项目进行到基础筏板阶段，李健带

领团队就项目施工图进行深度加工，带领技

术团队实地考察，夜以继日地进行方案选

型，经过反复推敲，最终敲定《大体积混凝土

单侧支模体系》。

李健认为工匠精神的久久为功，体现在

工程建设上就是精细化施工过程。为了保

证模板体系能高效落实，他亲自到现场，用

榔头将960个支模点挨个敲了一遍，为的就

是在浇筑时做到万无一失。最终，2600方的

浇筑面积，在李健带队钻研的新工法下，顺

利完成浇筑并通过验收，成为整个埃及新首

都CBD项目中首个完成双底板浇筑施工的

标段。不仅节约了半个多月的工期，为企业

节省成本逾 60 万元，还为埃及引进了新工

法，此后周围凡是沙地的工地都沿用了李健

他们的方案实施浇筑。

关心员工的好“健哥”

埃及气候、饮食、生活习惯与国内相去

甚远，项目上青年员工离职率高李健早已耳

闻。在海外生活不仅清苦，更让人难以忍受

的是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项目施工员李凌

青便因此产生了退意。李健到埃及后专门

找到了李凌青，为他做出了施工员到项目经

理的职业规划，并鼓励其他青年员工要发扬

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他本人更是以身作

则，与大家一同奋斗在一线。渐渐地，李健

变成大家口中的“健哥”。而现在李凌青也

从项目到机关，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生产管理

人员。李凌青说：“和健哥在一起有的拼，奋

斗的味道都是有滋有味的。”

不仅中国员工甘心跟着“健哥”干，项目上

的埃及员工也愿意跟着这位“哈比比”（阿拉伯

语中好兄弟的意思）走！原来项目上工作的埃

及员工都是点工，为了提高项目效率，李健将

点工制变成包工制，大大提升了项目的生产效

率。但是李健也担心：“我怕埃及兄弟不习惯

包工制，所以我就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尊重

他们。”每逢中国佳节，李健就组织活动，让外

籍员工体验中国传统节日，包饺子、话家常，埃

及员工一见到李健都高兴地叫“哈比比”。

万丈高楼黄沙起，李健用自己的坚守和

付出“建证”着埃及新首都CBD项目的拔地而

起。千千万万个中建人投身海外，他们用自己

的付出和汗水书写着中国建筑人“走出去”的

奋斗历程。在埃及，他们留下的不仅仅是辛勤

的汗水和努力，更是烙下了见证中建人奋力拼

搏的身影；他们不仅筑起了高楼座座，更绘就

了“一带一路”上最美的蓝图。

埃及沙漠里的
“中国造城先锋”

■ 时报记者 赵路畅 报道

李健（右一）工作照 通讯员 田轩 摄

新区总工会举办滨海青年交友联谊会

200余名单身职工“一键相约”互相“比心”

与会青年积极参加现场互动游戏
记者 贾磊 摄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到航母、方特

等主题公园感受传统民俗；在葡萄园中一

家人感受农家采摘快乐生活；来体验出海

捕鱼吃海鲜的乐趣；去滨海文化中心看场

音乐会……昨日，记者从新区文旅局获

悉，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滨海新区文旅

部门及文化场所、旅游景区结合初秋旅游

特点，推出了十余种旅游节庆活动。

特色景区活动精彩纷呈

主题公园由于具备特色鲜明、活动丰

富等特点，一直是市民游客假日最喜欢的

出游目的地。今年中秋期间，泰达航母主

题公园、方特欢乐世界等主题公园，将推

出众多颇具创意、新颖好玩的活动项目。

如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内，以“中秋

韵·航母情”为主题，精心筹备了内容丰富

的节庆活动。来自俄罗斯的金发碧眼美

女将身着汉服化身异国嫦娥，怀抱玉兔在

航母公园恭迎游客；此外，身着节日盛装

的俄罗斯姑娘们还将手捧俄罗斯传统面

包“大列巴”和食盐，在“入境处”为游客呈

现中秋佳“宴”，让游客尽享“异域”假日时

光。在方特欢乐世界，将以月亮、太空为

元素，打造登月派对，让游客感受置身月

球上的欢乐；同时这里还将在海螺湾水域

上组织游客放荷花灯祈福，届时将呈现万

盏荷花灯漂流湖面的独特美景。在东疆

湾景区，将举办东疆沙滩中秋轻享会活

动。活动现场，将举办化装舞会。在沙

滩、海浪、篝火中，国家级拉丁舞者将翩翩

起舞，同时还有小提琴、萨克斯、伦巴、吉

他弹唱等节目。

出海捕鱼、园区采摘真热闹

中秋恰逢以出海捕鱼、园区采摘为代

表的生态休闲游旺季。近几年来，随着新

区交通日益便捷，北塘、蔡家堡码头等已

成为京冀等地游客出海吃海鲜的首选

地。小长假期间，正值虾肥蟹美时节，游

客市民可以到这里体验出海捕鱼品海鲜

的乐趣，同时也可以到新开街的北塘古镇

“海鲜一条街”品尝海鲜，这里还有老北塘

民俗表演、民俗展示。

而中秋时节，也迎来了收获季节。

如在滨海茶淀葡萄科技园，第十二届茶

淀葡萄文化节上如火如荼举行。百余种

葡萄颗颗饱满，特别是茶淀玫瑰香葡萄

甜度可以达22度，是游客市民采摘的好

去处。

文化中心、博物馆多活动上演

在中秋小长假期间，滨海文化中心、

国家海洋博物馆也将举办多个展出活

动。如在滨海文化中心，将举办“CDSQ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音乐会将改变传

统室内乐的音乐会体验，利用创新的编

排、主题音乐会、年轻一代的流行音乐，

以及在舞台上演讲等方式，来增强对观

众的吸引力。在滨海美术馆，将举办“新

经典——2019 中国写实油画作品展”。

这些优秀的中青年当代写实油画家的作

品，实现了写实艺术古典精神与当代艺术

观念性表现的经典融合。

此外，在国家海洋博物馆，《无界——

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文物大展已拉开帷

幕，313 件套展品，多角度呈现出海上丝

绸之路的发展变迁。在大沽口炮台遗址

博物馆，将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好

公仆——孔繁森》主题展览及“桂花飘香

传玉宇，遥寄相思中秋梦”2019年中秋节

主题活动，感兴趣的市民可以前去观展。

景区景点精彩纷呈 捕鱼采摘热闹非凡

中秋假期 新区邀你来过节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记者从天津机

场获悉，根据市场旅客需求，天津前往日本航

线进一步加密。自10月27日起，天津航空天

津至大阪的航班由每天2班往返增至每天3班

往返，新增航班号为GS7975/6；天津往返名古

屋航线由每周 4 班增频为每日 1 班，航班号

GS7981/2；天津往返札幌航线由每周2班增频

为每周4班，航班号为GS7971/2。

据悉，目前天津-日本航线覆盖东京（羽

田机场）、大阪（关西机场）、名古屋、札幌等城

市，涉及日本三大城市圈。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天津国际生物

医药联合研究院了解到，近日，该院成药性评

价重点实验室与和元生物技术（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共建基因治疗

药物载体联合研发中心。

据了解，此次双方共建基因治疗药物载

体联合研发中心，将依托各自的技术优势，深

入推进以 AAV 为主体的新型核酸药物的递

送和抗肿瘤基因治疗技术的研发，包括单链

环状DNA抑癌基因激活、靶向MDSC的肿瘤

免疫治疗和表观遗传学抗肿瘤治疗等。此

外，双方也将在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瘤

（PDX）、人工外泌体技术和新型基因载体工

具等领域开展深入的联合研究，共建资源库

和建立科研、研发服务体系，拓展研究院在前

沿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服务内容，建立创新

性基因载体研发平台和体系，助力疾病基因

治疗的研究研发。

联合研究院“牵手”和元上海
共建基因治疗药物载体联合研发中心

天津—日本航线下月加密
往返大阪、名古屋、札幌有更多选择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昨日

从新区市场监管局获悉，近日本市召

开全市质量大会，为第三届天津质量

奖获奖企业颁奖，新区四家企业获奖。

据悉，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授予

3 家企业第三届天津质量奖，授予 3

家企业第三届天津质量奖提名奖。

其中，新区企业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

器有限公司获得第三届天津质量奖；

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中

财型材有限责任公司、天津一瑞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家新区企业包揽

第三届天津质量奖提名奖。

据了解，天津质量奖是天津市质

量领域的最高荣誉，自2014年设立以

来已经评选三届，共有12家企业获得

天津质量奖、12家企业获得天津质量

奖提名奖。在前三届的天津质量奖

获奖企业中，新区企业表现优异，6家

企业获得天津质量奖、8家企业获得

天津质量奖提名奖。

昨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取消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

制。此举被认为是中国扩大金融开放的

实质性举措，市场预计将会带来更多境

外长期资本投资中国资本市场。

我国于 2002 年开始实施 QFII，于

2011 年实施 RQFII 试点。“相比其它投

资渠道，QFII/RQFII 机制具有独到优

势。QFII/RQFII 有助于将中长期资金

更为直接地引入在岸市场，有助于金融

市场的健康稳定。”瑞银中国证券业务

主管房东明认为，此次取消合格境外投

资者投资额度限制的重大决策，是众多

外资机构翘首以盼的，扫除了此前存在

的额度和准入方面的一些限制，并将大

大提升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参与度。“可

以说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又一

里程碑。”

事实上，明晟公司、富时罗素集团等

全球主要指数编制机构相继将中国A股

纳入其国际股票指数并提高权重，表明

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带动了全球长期资

本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强烈需求。

2018年我国跨境证券投资项下收支

总规模 2137 亿美元，占整个资本项下收

支总规模的比重为 25%，该比重较 2002

年大幅提升了16个百分点。2019年上半

年，我国非储备性质金融账户延续净流

入态势，其中，境外投资者增持我国证券

500多亿美元。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乾认为，

取消 QFII/RQFII 投资额度为境外资

金尤其是长期资金进一步扩大投资我

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以

看做是前期多项开放政策的重要配套

措施。

“放眼长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红利与稳步扩大的金融开放有望形成合

力，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下，

这凸显了比较优势，进而获得国际资本

的长期青睐。”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

实认为，市场韧性的增强和机构投资者

的壮大，预计将形成良性循环，持续提振

外资的长期投资意愿，逐步弱化短期波

动的力度和频率。

专家指出，从外资在资本市场占比

的国际比较来看，我国证券投资资金流

入还有很大潜力和空间。初步统计，当

前外资持有我国境内流通股票市值占总

市值的 3.8%，外资持有我国境内人民币

债券市值占债券总市值的 2.2%，远低于

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

“政策鼓励中长期资金而不是短期

资金的快进快出，所以风险是可控的。”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海外

资金将和中国资金在中国资本市场同台

竞争。“这是一种良性的竞争，有助于提

升中国金融机构竞争力和实力，我们欢

迎这样的竞争。” 据新华社

QFII和RQFII额度限制取消
将有更多长期资本投资中国市场

第三届天津质量奖发榜
新区四家企业金榜题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