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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天津浩天腾龙商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关于以自有房产抵押

为天津市俊淇商务服务管理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的公告。

本公司及股东成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浩天腾龙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9年9月10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

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浩天腾

龙商贸有限公司以名下房产抵押为天

津市俊淇商务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的决议》，详情如下：为满

足天津俊淇商务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本公司以名下坐

落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路2773号房

产作抵押为天津市俊淇商务服务管理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贰仟捌佰万元整 的抵押担

保。特此公告。

天津浩天腾龙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0日

遗失声明
天津之蓝易联客运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各一枚，特此

声明。

公 示
天津市滨海新区摄影家协会成立

于 2010年 12月，因领导层人员变换频

繁，协会工作不能正常运转，无法组织

召开会员大会，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相关规定，经滨海新区摄影家

协会申请，报区委宣传部同意，决定注

销滨海新区摄影家协会。

注销公告
天津明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20116MA05XE536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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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联系

电话：13370350586）

注销公告
天津立建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120118MA05WXH12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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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

联系电话：13370350586）

遗失声明
天津市塘沽区天一口口香火锅

店，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201073031917,遗失公章，特此声明作废。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到航母、方特

等特色景区感受传统民俗，在北塘体验出

海吃海鲜的乐趣，去文化中心欣赏一场音

乐会……今年中秋期间，滨海新区充分发

挥海滨特色的传统旅游优势，并结合初秋

旅游特点，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游

玩。据统计，在新区纳入监测的航母、极

地等7家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5927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约为1243万元。

特色景区人气爆棚

新区各主题公园特色鲜明，历来是游

客假日青睐的休闲目的地。今年中秋小

长假，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方特欢乐世界

等主题公园，凭借着众多颇具创意、新颖

好玩的活动项目，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人

涌向这里。

如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以“中秋韵·

航母情”为主题，精心筹备了内容丰富的

节庆活动，同时《极炫飞跃》里的飞人炫

技、《航母风暴》里的硝烟四起、《飞车特

技》里的极速漂移……都在中秋假期超燃

上演，全程实景特技，高能视听盛宴；方特

欢乐世界以月亮、太空为元素，打造登月

派对，游客仿佛感受到置身月球上的欢

乐。同时这里海螺湾水域上，游客放荷花

灯祈福，呈现出万盏荷花灯漂流湖面的独

特美景；在东疆湾景区，举办了一场东疆

沙滩中秋轻享会活动。在沙滩、海浪、篝

火中，国家级拉丁舞者翩翩起舞，同时还

上演了小提琴、萨克斯、伦巴、吉他弹唱等

节目；而在新近开园的东堤公园，由于距

国家海洋博物馆很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

来。一日内即可游览远古海洋，又可感受

波涛汹涌的大海，还能一览附近亚洲最高

的妈祖圣像，游玩内容非常充实。

此外，节日期间，极地海洋世界、龙达

温泉等景区游人也明显增多。除了本市市

民外，许多北京市、河北省等地的家庭也纷

纷开车前来，度过一个开心的小长假。

农渔游广受欢迎

中秋小长假期间，也正值虾肥蟹美、果

实成熟时节，以出海捕鱼吃海鲜、农家院采

摘为代表的新区休闲农渔游人气颇高。

在北塘码头，记者看到，这里满是出海

感受原生态旅游的游客，现场体验的渔船

几乎艘艘爆满。同时岸边前来买海鲜的人

也络绎不绝。而在不远处新开街的北塘古

镇“凤凰街”，市民游客纷纷慕名而来，这里

异常热闹。特色海鲜餐厅也结合京津冀游

客口味，推出了许多创新融合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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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节如火如荼举行。百余种类的葡萄

颗颗饱满，特别是茶淀玫瑰香葡萄，甜度

可以达22度，是游客市民采摘的明星产

品。“早就听闻茶淀葡萄特别香甜，所以想

来现场看看。今天来到这里发现，葡萄采

摘的种类特别多，许多品种都叫不出名

字，味道也各不相同。我们一家五口来这

里采摘，非常开心。”来自河北省唐山市的

游客孙先生表示。

演出展览丰富聚人气

中秋小长假期间，滨海文化中心举办

了多场演出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

看。如这里举办的“CDSQ弦乐四重奏音

乐会”，改变了传统室内乐的音乐会体验，

利用创新的编排，给观众带来了与众不同

的体验。

此外，在国家海洋博物馆，新开的《无

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文物大展，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自开馆以来，

这里已经吸引了百余万人次前来参观，新

推出的展览更是使馆内人气爆棚，增加了

游客参观内容，收到了大家普遍好评。”新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时报讯（记者 张姝）昨日，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博览会召开新闻发

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博览会是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重要

活动之一，展示面积2.3万平方米，参

展单位达110余家，规模及参展单位

数量均达历届之最。其中众多滨海

元素引人注目。

记者了解到，本届博览会天津

展区有几大亮点。一是“小确幸”与

“高大上”牵手。在天津展区迎接各

位嘉宾及四面八方好朋友的是本届

网络安全的吉祥物，萌萌的“津小

卫”。同时在天津的展馆设置了

“津小卫”安全讲堂，主要是给大家

讲解网络安全知识，希望通过萌萌

的“津小卫”让老百姓感受到网络

安全知识不再“高冷”，成为普通人

的“小确幸”。

二是“科技感”与“艺术味”融

合。“科技感”主要体现在“天河三号”

服务器、飞腾国产64位高端芯片、麒

麟国产操作系统等网络安全展示内

容。“艺术味”主要体现在生态城的

VR设备、人文荟萃之城部分的数字

单车等展示形式，实现了“近代百年

看天津”的文化底蕴与网络安全的前

沿科技相融合。

三是“产业大餐”与“产品小吃”

混搭。既针对专业观众，展示了中新

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360“安全大

脑”等政务解决方案，通过“天地伟

业”人脸识别系统、“启明星辰”网安

产品等企业安全解决的方案呈现给

人民群众，又带来帮助普遍的老百姓

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天津政务

APP”展示，让大家在天津展区找到

科技催生内容，用内容催生科技的一

些“小玩意儿”。

据介绍，本届网安周 16 日正式

开幕。但为满足群众在中秋节假

期参观的迫切愿望，博览会已于 9

月 14 日提前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

20日。

纳入监测的7家景区接待游客95927人次 旅游收入1243万元

中秋假期 十万游客享新区“海”味

网红图书馆热度不减 记者 贾磊 摄北塘渔港迎来买海鲜海上游高峰

广告资讯 服务热线：65622929

泰达宏利基金旗下正在发行的泰达宏利品

牌升级混合基金，聚焦于具有持续成长性的中盘

核心资产，努力发掘新时期品牌升级优质企业的

投资机会，在风险可控基础上帮助投资者获取中

长期稳健回报。泰达宏利品牌升级基金拟任基

金经理庄腾飞表示，良好品牌形象是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的有力武器，持续的品牌升级能力有利于

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具体行业配置方面，泰达

宏利品牌升级基金将会重点关注相对低估的中

盘核心资产，特别是硬科技+中盘消费。具体来

看，第一是品牌壁垒高的医药、消费、金融三大行

业；第二是发掘制造业和服务业景气加速、格局

稳定、盈利性强、PEG<1的细分行业龙头企业。

泰达宏利品牌升级基金：

重点布局硬科技+中盘消费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博览会亮点多

“滨海元素”引人注目

跑动轻灵脚下有劲，比赛欲望明显强

烈，间歇期归来的泰达队，用一场大胜告

诉球迷：间歇期集训质量好，本赛季保级

早完成。

在昨晚进行的中超第24轮中，泰达队

客场3∶0大胜上海绿地申花队。泰达队本

场比赛集体表现出色，其中郑凯木尤其闪

亮，可称全场最佳，上半场他助攻阿奇姆彭

单刀破门，随后瓦格纳接买提江角球头球得

分，下半场赵宏略助攻郑凯木头球破门为泰

达再下一城。本场比赛后，泰达队已积32

分，暂时排名第六，提前6轮保级成功。

昨天的比赛过程及结果，应该是超出

大多数球迷预料，在申花队本赛季完成

“全北化改造”之后，韩国高中锋金信煜不

仅自己威风八面，还进一步激活了莫雷

诺，加上沙拉维、伊哈洛这些意甲、中超进

球感觉良好的锋将，间歇期前的申花，可

以做到进攻破门威震中超。但是，昨晚的

泰达队居然完成了一个零封，金信煜不

灵，莫雷诺不行，中超很会进球的伊哈洛

倒是相对活跃，多次依靠个人能力创造威

胁并制造点球，可他却用点球不进收尾。

而且临近比赛结束时，泰达队愣还有

条件连续往下换外援主力，

从第60分钟开始，久攻不下，扳平不

见起色的申花队球员渐渐进入完全被泰

达打懵的状态，让出进攻通道，后场传球

像卧底，门将开球出边线，场边的韩国老

帅崔康熙叉腰耷脑，脸色铁青，似乎是看

不懂麾下的弟子们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可能也怪不得崔老看不懂，接下来在

第83分钟发生的一幕就更把申花主场整

个打懵了，伊哈洛强行突破造出点球，伊

哈洛亲自主罚的点球质量平平，被泰达门

将杜佳飞身扑出。

泰达队的铁杆球迷们，今年终于不用

再做保级数学题了。上赛季许诺给天津

球迷的“换个活法”，本赛季总算看出些意

思了。 记者 陈彤

间歇期归来好生猛 泰达辣手摧花3∶0

泰达终于摆脱“保级”纠结了

中秋节期间，一场名为“海河明月·

家国同圆”——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天津

市大型群众歌咏活动在我市三岔河口天

石舫码头举行，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

《前夜》篇主创管虎携欧豪、王天辰一同

现身。据悉，此次活动是献礼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影片《我和我的祖国》全球首场

电影发布 5G 直播活动的组成部分。当

天，该片二十余位主创分赴北京、天津、南

京、武汉、重庆、昆明、深圳七座城市，与

当地群众欢度中秋共同唱响祖国。而在

活动期间，管虎和总导演陈凯歌等人也

分别接受采访，讲述了影片背后的故事。

《我和我的祖国》由陈凯歌、张一白、

管虎、薛晓路、徐峥、宁浩、文牧野七位不

同风格、不同年龄段的导演掌镜，并由陈

凯歌担任总导演，云集了黄渤、张译、吴

京、马伊琍、葛优、刘昊然、陈飞宇、欧豪、

宋佳等诸多实力派演员。片中，每位导演

分别执导一个故事，取材自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以来的七大历史瞬间。也正是因

为这样强大的阵容，该片被不少网友形容

为一部由“中国电影梦之队”打造的作品。

作为国内中生代导演的佼佼者，管

虎执导的《前夜》篇聚焦了开国大典的升

旗仪式现场。他介绍，《前夜》没有将重

点放在开国大典这一光辉瞬间和天安门

城楼上的伟人风采，而是将镜头拉远、调

低，“聚焦个体小人物的生命体验”，塑造

了林治远等彻夜奔忙的工作人员，以及

心系祖国的百姓群像。黄渤饰演的林治

远时任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同时也是天

安门广场旗杆的设计安装者。谈起此次

活动选择在天津举行的原因，他表示：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故事拍出来，可能很

多人都不知道，七十年前，开国大典前

夜，天安门广场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

等人争分夺秒克服重重困难，保障开国

大典上我国第一面五星红旗顺利升起的

故事。而林治远就是在天津成长，毕业

于天津大学，今天我们能在天津跟国旗

同框，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导演，陈

凯歌在采访中也公开了影片创作的细

节，“起初，是由选定的7位导演来认领故

事，比如薛晓路，她是我们阵容中唯一的

女性导演，她说自己对香港回归有兴趣，

可以写一个很好的故事，所以就由她来

负责《回归》篇章。”而说起自己执导的

《白昼流星》，陈凯歌则透露他起初最有

感触的是描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

功的段落，因为作为小学生的他曾亲身

经历了那段往事，“那天北京城几乎所有

人都走上了街头，拿着《人民日报》互相

报喜。”可当张一白提出希望借助这段历

史拍摄一个有关相遇的故事后，陈凯歌

选择了“割爱”，转向以神舟十一号飞船

返回舱成功着落为背景的《白昼流星》。

他说，自己为这一故事赋予了两个元素，

“脱贫和强军”，“脱贫是中国改革开放40

年来最重要的事，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

事业，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是强军的

一部分，所以我希望将脱贫和强军结合

在一起。” 时报记者 王淞

“中国电影梦之队”重磅献礼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日前，由天津市美

术家协会、滨海新区美术馆联合举办的“美丽

滨海”艺术家画滨海写生创作展在美术馆四楼

展厅开展，展出作品110余幅，包含了国画、油

画、版画、水彩等多种艺术形式。滨海新区美

术馆副馆长何炳华介绍说，此次展出的作品是

艺术家们在新区各处写生创作而来，既有新区

本土作者，也有众多非新区籍的中国美协会

员，共同给观众展现新区美好景致。

美术名家共绘美丽新区

时报讯（记者 王晶）由南美著名儿童剧团

场合剧院创作的音乐剧《早安南美》确定将从本

月19日起登陆高新区智慧山飞鸟剧场正式开启

天津站巡演。剧作通过小女孩安娜的视角，一

路穿越热带雨林、并与生活在亚马逊的小动物

们互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题，同时向

观众普及南美洲历史和地理知识。《早安南美》

从2010年首演至今，已经在智利、巴西、墨西哥、

加拿大、西班牙和瑞士等多国进行了巡演，艺术

家们有着丰富的舞台剧表演经验。

《早安南美》将登智慧山

（上接第一版）万通供热旁边空地杂草丛生，存在

不少垃圾漂浮物。在觉祥园门前的中五路，不仅

便道有坑洼，还生出野草。路边人行道树木一连

五六棵枯死，有的树木不存，仅留树坑。路边商

户在行道树上拉绳晾晒衣物。觉祥园小区11栋

门前，已经荒废的绿地则成了“私家菜园”。

路面脏污卫生差
地点：于庄子路、海兴路、胡家园菜市场
城乡接合部和城中村一直是综合环境整

治的“老大难”，也是困扰百姓住与行的最大短

板。沿途中记者留意到，在五十间房党群服务

中心对面，大型工程车占路停放，垃圾成堆堆

放在路边便道旁。顺着于庄子路和海兴路一

路前行，两侧商户林立，杂草丛生，地面脏污，

便道上几乎全都被泥水覆盖。走访督查中，附

近居民对此颇有怨言。

在胡家园菜市场前，市场设置的已生锈的

广告牌上张贴着破损小广告。市场底商商户门

前非机动车随意停放，清扫工具堆在门口。门

前广场地面脏污黏腻，竹签子、塑料袋等垃圾散

落地面，散发着阵阵异味。市场门前道路两侧，

电线杂乱地悬挂在空中，市场商户拉出的电线

也在空中结成网，不仅影响环境也存在着较大

安全隐患，督查组现场直接提出整改意见。

记者发稿前从新区城管委获悉，当天督查

走访发现的问题，目前均已按照责任划分给胡

家园街道和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并下发限

期整改通知书，计划在近期进行复查验收。

胡家园区域这些点位整改还得加把劲儿！

（上接第一版）在5G行业应用深度融合方

面，到2020年5G在垂直行业的示范引领作用

初步显现，5G 示范应用场景超过 20 个；到

2022年，5G与垂直行业应用深度融合的新业

态、新模式基本成熟，垂直行业新动能接续涌

现，5G示范应用场景超过50个，5G对相关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明显增强。

为实现这些目标，新区各相关部门将加快

推进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加大保

障、规范建设，尽快实现重点区域和重点应用场

景5G网络覆盖。在产业发展方面，将在5G关

键元器件领域多下力量，力争在全国占有重要

地位；在应用方面，将释放潜力、激发需求，加强

通信企业、行业用户和互联网企业合作交流，深

挖发展需要，形成新区特色应用。与此同时，滨

海新区将以5G为抓手，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聚

集创新、应用示范推广等方面超前布局、稳步推

进，做好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努力培育引进一批

5G领军企业、“隐形冠军”，打造5G完整产业链。

明年新区基本实现5G网络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