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阿姨，您会垃圾分类了吗，我去

厨房帮您看看吧。”连日来，为更好推广

垃圾分类，汉沽街王园里社区的社工们

展开入户宣传。

社工们耐心地为居民讲解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以及旧物置换、旧衣回收、垃

圾回收途径等多种知识，向居民发放宣

传资料、环保垃圾袋等。并在王园里社

区活动室举办“垃圾分类、回收”科普知

识讲座，向辖区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如

何解决垃圾分类问题。

各辖区单位、家庭也参与其中。如

汉沽盐场小学的师生自觉践行垃圾分

类，签署垃圾分类倡议书，做垃圾分类的

宣传者和先行者。

该社区自从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以

来，越来越多的居民了解了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社区居民每家基本上都准备了

两个垃圾桶，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居民冯术英是王园里社区的垃圾分

类督导员。每天她都要走遍社区各个角

落，看见垃圾分类不规范的，就动手帮忙

重新分类。冯术英说，养成垃圾分类习

惯需要日积月累。她相信只要不断坚

持，分类工作定会做好。

据介绍，下一步，汉沽街将把王园里

社区垃圾分类成功经验推广到辖区各个

社区。 记者 刘芸

汉沽街 示范社区引导居民“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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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津港保税区“两新”组织党委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知识竞赛决

赛，来自区域内“两新”组织党组织的6个代表

队、30名选手参赛。

据了解，本次知识竞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内容包括十九大精神、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应知

应会知识等方面内容。自知识竞赛开展以来，

吸引了900多名党员参与。此次竞赛充分调动

了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

神、开展主题教育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了“以

赛促学、以学促做”的良好学习氛围，为保税区

高质量发展凝聚了强大精神力量。 记者 战旗

以赛促学 以学促做

保税区举办主题教育知识竞赛“真是太高效了！”
——天津港保税区推行最简告知承诺审批，实现“即来即办”“只跑一次”

“真是太高效了！”近日，天津浩物朗

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汪女士来到保税区

政务服务大厅办理汽车维修场所的环境

影响评价审批，仅用20分钟就办结了该

业务。汪女士告诉记者，以前办理这样的

手续需要花数万元委托第三方编制环境影

响评估报告，并且审批中提交材料繁多、办

事流程复杂，前前后后需要一两个月才能

拿到批文。推行最简告知承诺审批后，在

现场等一会儿就可以一次性办结，大幅节

约了企业的财务成本和时间成本。

2019 年以来，天津港保税区持续推

进“放管服”改革，并于7月份出现了一个

新的关键词——最简告知承诺审批。一

系列有关开展最简告知承诺审批工作的

文件密集下发，涉及审批事项的范围不断

扩大。截至目前，环境影响评价领域的汽

车维修场所、输变电工程、机加工类，以及

户外广告设置和出版物零售单位设立均

已实行最简告知承诺审批。“即来即办”、

“只跑一次”，是最新的“保税速度”，切实

方便了群众和企业办事创业。

最简告知承诺审批核心在于“一纸

承诺”办结。《告知承诺书》会明确告知企

业“做什么”“怎么做”“承担的责任”“未

履行的后果”，使企业对需要履行的责任

更加清晰。申请单位需在《告知承诺书》

上书面承诺（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并法人

签字），在能够满足《告知承诺书》要求情

况下，不需要再提供其他证明材料，行政

审批部门窗口可直接发放相关证书，让

申请人可以马上开工建设并投入生产、

经营获利，解决了过去申请人在审批中

准备材料多、花费金额高、审批耗时长、

反复跑腿等问题。

最简告知承诺审批并不是取消审批，

也不是弱化审批，而是将行政管理的工作

重心调整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改革

过程中，承诺审批的有关办法和《告知承

诺书》均由行政审批部门和监管部门共同

制定发布。企业签署《告知承诺书》后，审

批部门将把企业的信息同步到监管部门；

经监管部门查证未能履行承诺的申请人，

违法失信情况将被录入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申请人也将失去今后最简告知承诺审

批的申请资格；经监管部门核实遵纪履约

的企业，将获得降低执法检查频次、优先

考虑政策资金扶持等鼓励。

记者了解到，保税区将加快实现天津

市政务一网通平台与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天津）互联互通，以便更好地发挥

最简告知承诺审批中守信联合激励和失

信联合惩戒作用；探索、试行将最简告知

承诺审批扩展到行政审批的各个领域，

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打造一流的营商

环境。 记者 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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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优化天津港保税区营商环

境，实现监管效能最大化、监管成效最优

化、对守法市场主体干扰最小化的目标，

保税区市场监管局近期组织10个部门开

展了2019年度天津港保税区部门联合“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对辖区内随机抽

查的市场主体开展联合抽查检查，并对发

现的问题隐患监督整改。此次抽查工作

进一步加强部门协同监管的作用，增强了

市场主体责任及诚信意识。 记者 战旗

近日，天津港保税区企业中舟船舶工贸

有限公司和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联合

承接了巴拿马籍集装箱船“现代雅桥”号和

“长锦西诺”号维修业务，根据保税维修再制

造试点政策，两船同时进入港船重工2号干船

坞进行修理。这既是天津的首单船舶保税维

修业务，也是我国首单获批在海关特殊监管

区域外开展的船舶保税维修业务。

据悉，目前天津已有中舟船舶工贸有限公

司和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两家企业获批

成为船舶保税维修业务试点企业。 记者 战旗

全国首单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
船舶保税维修业务落地保税区

近日，“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

赛获奖人才保税区专场对接会举行。活动由

天津港保税区人社局、双创中心共同主办，征

帆科技承办，20余位海外归国人才携项目参

加活动。为帮助留学回国人员进一步了解天

津及滨海新区的创新创业环境和资本市场，推

动项目与投融资机构的交流合作，促进入围项

目落地，活动广泛整合各方优质资源，采取“创

业分享+项目路演+一对一交流”的形式，组织

了政策解读、项目路演、企业参观等活动，为到

访项目与保税区寻求深度合作创造了良好的

机会。 记者 战旗

“春晖杯”获奖人才保税区专场对接会举办

为到访项目搭建合作渠道

近日，近 300 名社会各界跑步达

人相聚空港经济区，在环湖健身步道

上激情开跑，跨出新年第一步。此次

跑步活动路线总长约 11.25 公里，从

环湖健身步道的起点向东出发，沿红

色健身步道环湖逆时针跑3圈。

环湖跑活动结束后，保税区科工

局组织参加长跑活动的企业家代表

进行座谈，20 名企业家代表参与交

流。座谈会上，科工局负责人向企业

家代表介绍了区域基本情况，并听取

了大家在保税区投资兴业的意见建

议和面临的困难问题。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日前，天津思高制程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CRT-APC”）在天津港保税

区正式启动运营。作为 5G 相关配套企

业，CRT-APC是天津港保税区重点企业

之一，主要研发、生产5G射频滤波器和传

感器芯片，计划明年年初对外发布产品

原型并进行批量生产投放于中国市场。

保税区大力推进5G建设，截至目前，

保税区空港区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

国电信已经建设开通近 70 个 5G 基站。

同时，铁塔公司与三大运营商已经制

定空港区域 5G 基站建设计划，多方力

争 2020 年实现空港热点区域 5G 网络全

覆盖。 记者 战旗

一起奔跑迎新年一起奔跑迎新年保税区完成2019年度
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空港热点区域计划今年
实 现 5G 网 络 全 覆 盖

居民从“随手扔”到“随手分”宣传队伍日渐壮大

垃圾分类：新区再按“快进键”
伴随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深入持续推进，连日来，记者在新区

各街镇社区走访发现，广大街镇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中小学生、志
愿者积极行动起来，让垃圾分类再按“快进键”。

临近春节，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大扫

除。家住洞庭路一号小区2号楼的王乐成

也不例外，正在家里收拾一些废旧物品。

“你看，像旧衣服、旧杂志和过期报纸，都

可以进行回收后循环再利用。”他说。分

类完成后，记者也跟随他前往小区7号楼

附近的“好嘞服务亭”进行物品回收。

记者在小区里看到，这里有很多居

民都像王乐成一样，养成了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在服务亭内，居民们登记、领取

垃圾桶和塑料袋，将废旧物品进行分类

投放。从小孩到老人，每个人都非常熟

悉垃圾分类的步骤和环节。“大约是从去

年年初开始，经常有工作人员上门宣传

垃圾分类。随着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的

慢慢讲解和知识普及，我们逐渐了解了

垃圾分类这件事，不仅可以废物再利用，

还可以保护环境，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王乐成说，渐渐地，大家从了解到支

持再到积极参与，从随手扔垃圾变为随

手分垃圾。

洞庭路一号小区所属的杭州道街米

兰社区负责人陈淑震向记者介绍，开展

垃圾分类一定是要先让小区居民知晓，

所以他们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现在小区里各年龄层的居民都已成为垃

圾分类的支持者。

据悉，目前该街道 110 个小区实施

了生活垃圾分类覆盖，覆盖率达70%，居

民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稳步推进，

社区居民的知晓率、参与率明显提高。

此外，该街道完成了2个垃圾分类精品

示范小区建设，为全街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树立了标杆。今年，杭州道街将继续

深入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逐步形成

长效管理机制。 记者 马兰 在新北街道，目前，垃圾分类宣传

的入户率在 75%左右。新北街还在晓

镇家园社区广场、尧山道主题公园、贻

成尚北社区广场等集中开展了以“全民

参与垃圾分类，共享环保低碳生活”为

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垃圾分

类的居民知晓率，从而提高参与率。

该街道已完成贻成尚北、贻成豪庭

2 个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和晓镇家园、诺

德名苑 2 个精品小区的打造，基本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覆盖率 100%、

知晓率 80%、参与率 70%、回收利用率

20%”的既定目标。

记者 马兰

新北街 打造示范小区和精品小区

日前，海滨街联合天津市滨海新区

城市管理委员会、天津宝石花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和天津启迪桑德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在垃圾分类精品小区求实北里广场

举办海滨街垃圾分类进社区启动仪式。

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海滨街 70%居住小

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就此全面铺开。

启动仪式后，海滨街联合幼儿园举

办了“大手拉小手”垃圾分类趣味活

动。活动中，小朋友们十分活跃，准确

说出了天津市目前实行的垃圾分类标

准，并将标有垃圾种类的小球准确投入

各类垃圾桶中。

“相信在各方的努力和支持下，海滨

街的垃圾分类工作将会得到全面提升。”

海滨街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李婷婷

垃圾分类覆盖率 86%，垃圾分类基

础设施全覆盖……2019年，塘沽街积极探

索适合街道实际情况的垃圾分类运营模

式，摁下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快进键”。

据了解，塘沽街共有9个社区、32个

小区，2019 年共有 7 个社区按计划实施

垃圾分类，其中包含2个垃圾分类示范小

区、2个垃圾分类精品小区，全街垃圾分

类覆盖率达86%。

塘沽街辖区老旧小区集中，基础薄

弱，推广垃圾分类工作难度较大。为此，

塘沽街采用了第三方市场化运营服务，

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各小区的日常分

类管理。“目前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已陆续

入场，开始分类、分拣、收集，并与厨余垃

圾收运企业和有害垃圾收运企业成功对

接。”塘沽街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所有

社区垃圾分类基础设施已实现全覆盖。

记者在已实施垃圾分类的华云园小

区看到，分类收集的垃圾由第三方市场

化企业负责分拣、收集，小区内还配有分

拣员、信息采集员等垃圾分类工作人

员。同时，现场还有垃圾分类督导员和

志愿者。“目前塘沽街共有垃圾分类督导

员79名、志愿者82名。”塘沽街相关负责

人介绍。

硬件全部到位，软件也在升级。塘

沽街以社区为着力点，不断加强垃圾分

类宣传力度，同时创新宣传形式，通过趣

味性活动和教学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塘沽街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塘

沽街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继续完善

垃圾分类运营模式，实现“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的社区管理目标，持续扩大辖区

垃圾分类覆盖率，提升居民垃圾分类知

晓率和准确率。 记者 张智

杭州道街 居民从“随手扔”到“随手分”

塘沽街 “硬件”到位，“软件”升级

海滨街 小区生活垃圾分类全面铺开

时报讯（记者 马兰）2020 年春运工作自

今日开始，至2月18日结束，共计40天。今年

春运，滨海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及早着手准

备，以营运客货车源头管理为抓手，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全力护航春运。

春运期间，新区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将集中

返乡，成为春运路上的重点人群。今日，滨海

交管支队深入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对这里的外来务工人员春运返乡进行安全

教育，同时对该单位交通安全档案进行检查。

据介绍，今年春运，交管支队将根据辖区交

通事故发案特点和规律，从人、车、路、环境等方

面，全方位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分析事故发生

的规律特点，加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对已排

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以及不能及时整改的

危险路段和事故多发点段，进一步调整勤务部

署，积极会同相关部门，重点整治客运车辆通行

路段，进一步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

此外，交管支队将组织民警深入辖区客货

运企业全面摸排客货运车辆及驾驶人基本情

况，坚决杜绝隐患车辆和超员车辆上路营运，

对不合安全技术要求的车辆，一律现场停运维

修，严防“带病”车和超员车辆上路。并将最大

限度地把警力、装备投入到路面一线，严格落

实对7座以上营运客车、危化品运输车辆逢车

必查的工作要求，对查处的疲劳驾驶、酒后驾

驶、超员、超速、超载等严重交通安全违法行为

依法进行严厉处罚，特别是对客车违法停车上

下客、超员超载等严重违法行为及时发现并消

除其事故隐患。对查处的客车违法行为，坚持

做到处罚到位、违法消除到位、安全教育到位，

最大限度地消除事故隐患。

春运大幕今日拉开
营运客车逢车必查

时报讯（记者 战旗）记者从天津港保税

区管委会获悉，位于空港经济区的机场大道

日前正式恢复通车，成林道延长线也正在紧

锣密鼓地施工中，预计今年7月完工。

据介绍，成林道延长线位于空港区域与天

津市区之间，紧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工程西

起机场大道西侧现状成林道，东连地铁二号

线，下穿京津塘高速公路。建成后从中心城区

可直达空港，而从空港去往机场也不必再绕

路，5分钟可直达目的地。

空港机场大道恢复通车
成林道延长线7月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