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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打通减税降费“最后一公里”
保税区举办环卫工人节系列慰问活动

环卫系统先进集体与个人受表彰
在第二十三届环卫工人节来临之际，保税

区举办了一系列慰问活动。通过文艺演出、组

织观看红色电影、发放慰问金和慰问品、技术

比武等形式，向一线环卫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

贺和亲切的慰问，并对环卫系统涌现出的3个

先进集体、7个先进环卫班组、67名优秀环卫

工作者进行表彰，感谢500多位“城市美容师”

多年来为保税区市容环卫建设和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所做的贡献。 记者 战旗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税务局大力开展一对一的减税降费政策辅导工作，通过
更加精准的辅导，让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使纳税人和缴费人的获
得感更加充分。

保税区（空港经济区）停车管理一期工程完工

近日，由规建局和交警支队牵头、基建中

心实施的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停车管

理一期工程顺利完工。该工程建设内容为完

善汽车园、中心广场、YOHO湾商业区、湖滨

生活区4个区域的道路内停车设施，包括施划

停车位2812个、黄色网格禁停标线2处，以及

相应路段的路缘石禁止停车标线和禁止停车

标志牌。该工程的实施规范了区内停车秩序，

完善了区内道路停车泊位供给，进一步保障了

道路交通安全。 记者 战旗

规范停车秩序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日前，保税区城环局在管委会办公区域各

楼层安装两分类垃圾桶40组，在办公楼门口

安放四分类垃圾桶1组，并在宣传栏、食堂内

部张贴海报30张，在前台及一楼服务大厅摆

放宣传资料500余份，为推进保税区公共机构

垃圾分类工作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后续，区

城环局将继续加大各级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

作的推进力度，以确保完成2019年底公共机

构垃圾分类覆盖率100%的目标。 记者 战旗

安装分类垃圾桶 发放宣传材料

保税区开展垃圾分类进机关活动

近日，“第十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

展高峰论坛暨第四届生物工业投资大

会”在天津港保税区举行。

开幕式上，大会以短片形式全面展示

了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以下简称“技

创中心”）未来发展远景，并介绍了最新进

展情况。技创中心是由天津市政府和中

国科学院共建、天津工业生物所牵头建设

的一个综合、开放、共享的科技创新平台，

此次在大会上一经亮相便引起了广泛关

注。值得一提的是，李相烨（Sang Yup

Lee）院士、曼弗雷德·雷茨教授、赵国屏院

士、李玉院士、任南琪院士5位专家学者入

驻技创中心建立的“大师工作室”，大会还

特别为此举行了揭牌仪式。

此外，大会还设置了大师工作室高

端对话、技术与产业分论坛及项目路演

等环节。其中，项目路演是历届大会的

亮点环节。本届大会共有 22 个生物制

造及生物医药项目参加路演，红杉资本、

国科嘉和、中科院创投等投资企业悉数

到场，天津医药、瑞普生物、浙江震元等

领军企业积极参与，共同分享企业在创

业、创新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感想，探

讨新生物企业自强发展之路。大会不仅

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也为企

业加强与投资机构和产业集团的对接合

作搭建了一座崭新的桥梁。

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港保税区主导

产业之一，目前已初步形成四大产业板

块——以青松华药、瑞普生物、中恩医药

为代表的生物制药板块；以GE医疗、席

勒、正天医疗为代表的医疗器械板块；以

华大基因、奥维森为引领的基因检测板

块和以斯塔高、伊宁为代表的生物基材

料板块。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已成为

天津港保税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优

化升级的战略之举。 记者 战旗

生物医药产业助推保税区高质量发展

保税区开展职工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动

“学习应急救护 为他人增加一份生的希望”

为了增强区内职工的自救互救意

识，掌握自救救人技能，进一步普及急

救知识，在保税区总工会的支持下，海

港文体中心于日前在海港职工生活服

务中心组织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培训活

动。培训期间，授课老师通过视频短片、

理论与实操等多种形式，为职工形象生

动、全方面、多角度地诠释了当发生危险

事故时候应急救援技能的重要性。职工

们掌握了最常见的急救法，比如心肺复

苏：救援人员需以100-120次/分钟的频

率，垂直向下按压30次，按压深度5-6

厘米，每次按压后确保胸壁完全回弹。按

压30次吹2口气为1组，需连续做5组。“在面

对突发事件和紧急时刻时，要充分利用自身

所掌握的救护知识，为他人为自己增加

一份生的希望！”职工们表示这次活动很

有意义。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事中辅导“把脉问诊”更精准

“感谢税务局的细致辅导，让我们能

够顺利地将这200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

从应纳税所得额中一次性扣除。”在刚刚

结束的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中，雪佛

龙（天津）润滑油有限公司曹会计兴奋地

告诉记者。

据了解，雪佛龙（天津）润滑油有限公

司是一家外商生产型企业，主要从事润滑

油、润滑脂、燃油系统清洁剂、防冻剂等石

油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业务。今年8月

份，该企业为进一步扩大生产，新投入

2000余万元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国家鼓

励企业加大设备、器具投资力度，给予了

更大力度的税收优惠。今年，我们扩大生

产刚好可以享受到国家的政策红利。但

是我们也是第一次享受这么大金额的直

接优惠，心里很是忐忑。”曹会计说。

正当企业犯难的时候，保税区税务局

及时为企业进行了辅导，“把脉问诊”企业

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的实际需求

和存在问题。通过充分的调查核实，保税

区税务局判定该企业新购置的资产适用一

次性加速折旧政策，并对该企业填写申报

表、享受政策等进行了深入的事中辅导。

在刚刚结束的企业所得税第三季度预缴

中，该企业直接享受优惠500余万元。

事后辅导 企业更有获得感

“多亏了税务局的帮助！要不是他们

提醒，我们自己都没发现多缴了20多万

元的税款。”天津艾迪康医学检验所有限

公司会计贾女士感激地说。

贾女士介绍，天津艾迪康医学检验所

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微利企业，主要从事

医学检验等专业性医疗服务。在公司相关

部门填写第二季度的预缴申报表时，由于错

将资产总额的单位“万元”看成“元”，导致公

司填写的资产总额扩大了1万倍，没能享受

到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

“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就接到了保

税区税务局的电话。”贾女士表示，在税务

局的细致辅导下，公司相关部门及时更正

了申报信息，收到了退税款，充分享受到

了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也随之下降了

20 多万元。“税务局的精准辅导，让我们

对减税降费有了更加切身的获得感。”贾

女士由衷地感慨道。

保税区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在采访中

表示，连日来，税务局大力加强事后辅导

力度，积极开展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日常

监控和动态分析工作，将申报数据与企业

的基本情况、财务报表等信息进行详细比

对，及时筛选出享受不全面、不充分的疑

点企业清单，并进行逐户核实。对经核实

确定尚未享受到或尚未充分享受到优惠

政策的企业，组织业务骨干主动开展一对

一的辅导，帮助企业更正申报信息、并为

其及时退回多缴税款。税务局通过更加

精准的辅导工作，确保优惠政策的落地有

声，政策红利的充分释放。 记者 战旗

检验物资储备 增强应急意识

保税区举行冬春季清融雪应急演练
日前，保税区城环局组织开展了 2019 年

空港区域冬春季清融雪应急演练，350余人、40

余台除雪作业车辆参加。演练于当天凌晨5点正

式启动，通过模拟降雪天气下开展清融雪工作，

以多机种交叉协作并与人工相结合方式有序进

行，充分检验了2019年冬季清融雪应急安排的可

行性和融雪物资储备情况，补足存在的短板，增

强了应急意识及协同作业能力。 记者 战旗

一对一辅导“把脉问诊”更精准

第十届中国工业生物技术发展高峰论坛在保税区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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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道堆物地毯式清理 商业街环境动态管理 文明劝导改变老观念

志愿服务这样带来“身边改变”
■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从大街到小巷、从屋顶到楼道、从路边花坛到城市窗口，处处是劳动的身
影。11月16日，正值周六，滨海新区天气寒冷，但这丝毫抵挡不住党员干部、
普通市民参加义务劳动的热情。大家放弃休息时间，积极投身滨海新区“学雷
锋志愿服务月”活动，开展环境清整、文明劝导、入户宣传等，让“身边的改变”
越来越多。

决战创文见行动

旧楼门：
118个楼门地毯式清理
志愿承诺书效果明显

“环境整洁了，楼层干净了，居民才

能住得放心、住得舒适、住得满意。”在新

村街道向阳里社区，志愿者有针对性地

对楼道堆物进行清理，畅通消防通道，保

证住户居住环境的安全卫生。

受客观条件制约，老旧小区的楼道

堆物一直都是创文工作的难点。向阳里

社区创新工作模式，通过志愿者签订承

诺书，让党员同志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大家不仅清

走自己楼门的堆物，而且劝导周边邻居，

聚沙成塔，共同贡献自己的力量。”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老旧小区虽然

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但人情味浓，邻里之

间的带动作用明显。一个上午的活动就清

理118个楼门，清理小广告100余张，摆放

共享单车40余辆，清理楼层堆物80余层。

商业街：
长效整治打造良好购物环境

私立广告牌、占道经营、店外堆放……

解放路商业街也是创文攻坚的重点。

连日来，新村街道草场街社区联合

新村街道执法大队、第三方金街利达成

物业公司，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同

时，发动社区志愿者，随时关注、监督商

户违规行为，形成全方位的动态管理，使

得商业街的环境秩序得到明显改善。

“针对机动车乱停放等车辆问题，安

装隔离桩，定时巡查摆放共享单车；对占

道经营、私自设立广告牌等违法问题，下

达整改通知书，限时清除；对门店堆物、

乱贴小广告等不文明行为，开展劝导工

作，即刻清理。在商业街坚持日常巡查

工作，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上

报。对于商户的门前脏乱差情况，督促

商户按照‘门前三包’要求，落实整改到

位。”草场街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下一步

社区还将常态化、长效性地开展商业街

整治行动，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果，督促商

业街业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为居

民群众打造良好的购物环境，助力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

文明劝导“触碰”老观念：
文明意识深入人心

在大沽街道的“学雷锋志愿服务月”

活动中，各社区在开展环境卫生清整的

同时，专门组织了文明劝导队，对无绳遛

狗、随意晾晒衣物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

导。“不好意思，我们家有狗绳，这次出来

得有点急，忘了。下次一定记住。”看到

志愿者们上前劝导，一名中年男子非常

难为情，他表示自己看到了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的相关宣传，也非常支持文明养

犬，今后一定养成习惯，以身作则传递文

明风尚。

在塘沽街，志愿者们也持续开展文

明宣传和劝导。“我们连续参加了那么

多次活动，也能明显感觉到居民群众

文明意识的提升，很明显的一个点就

是晾衣的问题。”一位志愿者告诉记

者，此前参加活动时，看到有随意扯绳

子晾衣被的行为志愿者们就会劝导。

现在，由于街道结合居民需求设计规

划了统一的晾被处以及居民文明意识

的提升，这种行为已经明显改善，“居

民的需求得到了合理的满足，文明习

惯逐渐养成”。

时报讯（记者 张智）高空抛物危险，

若楼下有行人，可能会遭到致命的一击，

这样的行为常常防不胜防。《天津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第六十三条中明确规定：

“从建筑物向外抛掷物品的，由城市管理

部门责令清除，并处五百元罚款。”日前，

新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巡查

中，对一名在楼上向外抛物的男子开出

“向外抛掷物品”罚单。

11月15日上午，新村街道综合执法

大队执法人员张金山、唐益君在日常巡

查过程中，路过福安里十二栋时，突然上

空有一袋物品坠落到地上，抬头一看，发

现一名50多岁的男子在四楼窗户旁向下

观看，工作人员马上分析，此人就是向外

抛掷物品的人，马上跑上四楼对该男子进

行批评教育。依据《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第六十三条中明确规定，可处罚五百

元，执法人员考虑到该男子身体有特殊状

况，认错态度较好，处罚50元罚金。该男

子表示今后一定不会再向外抛掷物品。

“以往高空抛物行为很难发现，只能

依靠宣传教育，效果不是很好。”新村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表示，今年《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出台，为有关

部门开展执法监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

据，大大增强了对不文明行为的威慑

力。“罚款不是目的，我们是用教育加执

法并重的手段，加大检查力度，为不文明

现象戴上‘紧箍咒’。”

据统计，自今年5月1日《天津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施行以来，新村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已对不文明行为处罚43起，罚

款2150元。

时报讯（记者 张智）“磨剪子嘞戗菜刀……”

“奶奶，您血压有些偏高，建议您平时多注意饮

食……”“大爷，这次给您头发剪得稍短一些，

行吗？”日前，大沽街道南北卫里社区党委联合

滨海义工协会共同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实践之“便民日”志愿服务活动。将

磨剪子戗菜刀、免费义诊、免费理发等便民服

务活动统一集中到一起，从点滴小事做起，为

广大居民提供便利。

活动中，经验丰富的磨刀师傅用专业打磨

用具对菜刀进行打磨；医生细心地为每一位居

民进行义诊、检测血压血糖、解答健康问题，提

醒居民养成健康饮食习惯；理发师则用娴熟精

湛的技术让居民容貌焕然一新。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城管

综合执法大队联合辖区公安派出所民警，集中

力量开展地毯式市容环境大清整。

执法大队对辖区各主要交通干道、商业

街、生活区内的商户及自发形成的早点市场、

菜市场等部位进行全面整治,对出现里空外

卖、占道经营、非法广告、门前堆物的商铺以及

零散、游动摊贩展开集中治理。对违章商户、

摊贩清理暂扣水泥堆、堆物、遮阳伞架、电子秤

等物品，加大处理。对胜利街沿街占用公共道

路经营商铺，尤其是日常治理难点点位重点加

强治理，责令当事人及时改正。通过两天的市

容环境大清整，有效遏制了七邻里市场外溢和

辖区内占道经营的现象，取缔对小区环境、交

通安全造成不良影响的前进里自发早点市场，

对辖区市容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市场经营的文

明有序、市容环境的干净整洁起到了积极作

用，得到居民群众和商户的理解和支持。

志愿服务传递文明风尚

大港街开展市容环境大清整

新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对一名高空抛物人员开出罚单

为不文明行为戴上“紧箍咒”

创文攻坚感动瞬间 征集

志愿者开展文明宣传和劝导志愿者开展文明宣传和劝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