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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进“三九”发飙
周末将迎新一轮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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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天津文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120116340967330L），经股

东会决定，注册资金由贰拾亿元人民币减

至叁亿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申请债权，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业绩持续优异 2019年股债产品整体飘红

2019年，A股一扫前一年的颓势，虽

然年内振荡剧烈，全年仍录得超过20%的

涨幅。债市则持续飘红。中银基金把握

市场机会，权益类及固定收益类产品基

本实现正收益，一批基金涨幅领先行业，

并再次实现权威奖项“大满贯”。

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已经启幕。

展望新的一年，中银基金认为，全球经

济短期内仍在寻底过程之中，但或将在

2020年温和反弹，国内经济也有望实现

软着陆，或难出现强政策刺激，建议重

点配置股票等权益类资产。 广告

长短期业绩亮点纷呈
工银瑞信股债双优展现头部实力

2019年公募基金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

绩单，银行系旗舰公司工银瑞信在2019年

结构性行情中，整体业绩大放异彩，权益

类基金全年平均收益率达 46.59%，固定收

益类基金全年平均收益率达 6.2%，均排名

行业前 1/5。从长期视角来看，工银瑞信

旗下更有 17 只基金成立以来实现净值翻

番，为持有人创造了长期稳健回报。根据

海通证券最新发布的 2019 年《基金公司

权益及固定收益类资产业绩排行榜》，工

银瑞信权益类基金全年平均收益率达

46.59%，固定收益类基金全年平均收益率

达6.2%，两项数据均排名行业前1/5，在公

募资产管理规模前 10 大基金公司中，工

银瑞信两项数据均排名第 2，显示出较强

的综合投研实力。 广告

时报讯（记者 张智）1 月 9 日，正式进入

“三九”，一股较强冷空气也在向我们靠近。据

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从本周六到下周初，新

区迎来新一轮降温。

本周工作日以来，新区天气总体不错，就

是随着冷空气进入间歇期，空气质量有所下

降。昨日正式进入“三九”，但天气依旧晴好，

最高气温为4℃，户外寒意并不明显。

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从本周六开始，

在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下，新区将迎来新一

轮降温。预计，这个周末最高气温在 2℃至

3℃。下周初最高气温将跌至0℃。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张
月）食品公司连月超常供货，需货食堂却未见

任何食材。双方就产生的资金缺口各执一词，

中间亏损的50余万元究竟去了哪里？是谁说

了谎？

2019年11月28日上午，经营某餐饮公司

的张先生到新北派出所报案称，此前经招标与

另一家公司共同为某单位食堂提供食材。近

几个月，该食堂经常私下要求加货。据报案人

介绍，其员工称，近期该单位交流活动较多，需

准备大量客餐，不过钱款只能年底结算。为了

在和竞争对手的“对决”中抢占先机，张先生对

这一要求欣然接受。不过，该单位私下进货持

续了多月，张先生的公司账面亏损越来越大。

张先生只好找食堂方核查款项，对方却称均已

按月结清，从没提出私下进货的要求。

民警到涉事单位调查发现，问题可能出在

后厨李某、采购王某、会计陈某三人之中。据

了解，陈某6月开始休产假，而且仔细核对票

据发现，有问题的单据上陈某的姓名居然写错

了。同时，6月之后的单据中，公章明显小了

一圈。在仔细比对李某、王某的签名时，民警

发现李某的签名也有细微变化。经询问，李某

对此事也并不知情。通过进一步搜查，民警在

王某车内发现一枚可疑印章。经测量，该章与

假单据上的印章尺寸吻合。在大量的铁证面

前，王某如实交代了自己涉嫌诈骗并非法获利

5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目前，王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审理中。

伪造单据“两边堵”
“烧脑”诈骗案被破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 通讯员 周宇）

记者昨日从位于高新区的航天五院 518

所获悉，我国研制的发射重量最重、技术

含量最高的高轨卫星——实践二十号卫

星，于近日经历七次轨道机动后，在三万

六千公里高度的地球同步轨道成功定点，

标志着东方红五号卫星公用平台首飞成

功。这一次，518所参与研制东方红五号

卫星公用平台，并承制了实践二十号卫星

的太阳翼侧板机构、可展开式热辐射器展

开锁定机构等产品。

据了解，实践二十号卫星拥有我国迄

今为止面积最大、翼展最长、展开方式最

复杂的太阳翼。此次 518 所负责生产的

实践二十号卫星太阳翼侧板机构产品主

要包括根部铰链、板间铰链、压紧释放装

置、联动机构等。

“在研制过程中，518 所先后攻克了

新材料无源驱动件的制备技术和狭小空

间力矩控制技术，为新型太阳翼的功能实

现作出贡献。”据518所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践二十号卫星太阳翼是国内首次采用

二维二次展开方式展开的太阳翼，展开过

程复杂，其中二维二次展开侧板铰链由总

体部设计，518所历经模样、初样、正样最

终研制成功。

据悉，实践二十号卫星尺寸大、体积

大、重量大、功耗大，产生的热量多，如果

不及时散热，就可能造成各种设备失效

从而无法正常工作。518 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为了解决散热问题，五院的科

研人员为它准备了一个“散热神器”——

基于单相流体回路的可展开式热辐射

器。这个“散热神器”在“胖五”发射时，

收拢在卫星内壁上，一旦卫星准确入轨，

它就会自动解锁并向外展开。可以说可

展开式热辐射器展开锁定机构是热辐射

器的动力源，实现热辐射器的展开和到

位锁定。而 518 所则负责其中铰链组

件、底板组件的生产以及可展开式热辐

射器展开锁定机构的整机装配与测试工

作。除此之外，518所在实践二十号卫星

的研制生产中还承担了部分卫星载荷的

生产任务。

“实践二十号卫星作为东方红五号

卫星公用平台首飞试验星意义重大，其

太阳翼侧板机构产品的加工精度要求较

高。为了确保此项任务的最终质量，518

所检验人员以技术文件为依据，从零件

加工到装配都进行了认真的检测，对各

项设计指标都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始终

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风险意识，始

终保持质量是政治、质量是生命的质量

意识，确保了实践二十号卫星太阳翼侧

板机构产品的最终产品质量。”518 所相

关负责人说。

实践二十号卫星背后的故事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昨日获

悉，《2019年度滨海新区消费维权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出炉，2019 年，新区

市场监管局共处理咨询、投诉、举报

42584 件，同比上升 18.99%，消费者投

诉、举报热点集中在餐饮住宿服务、食品

保健品、交通工具、销售服务、家居用品、

家用电器等领域。

数据显示，2019 年，新区市场监管

局 共 受 理 投 诉 20541 件 ，同 比 上 升

14.86%。其中，商品类投诉11625件，同

比上升0.04%；服务类投诉8916件，同比

上升 382.73%。受理举报 7843 件，办结

6453件，同比上升35.53%。

同时，报告明确，2019年新区消费

者投诉、举报热点与往年基本一致，依然

集中在餐饮住宿服务、食品保健品、交通

工具、销售服务、家居用品、家用电器

等。其中，餐饮住宿服务、美容美发洗浴

服务和交通工具的消费争议同比增幅较

大。以餐饮住宿服务为例，2019 年，新

区投诉、举报数量达到 3466 件，同比增

幅61.43%。

记者梳理 2019 年新区消费争议主

要成因时发现，在餐饮住宿服务方面，

投诉举报主要涉及酒店、餐馆无证无照

经营，提供食物不卫生引起消费者身体

不适，酒店服务不周要求赔偿，消费者

未入住不予退还房费，会员卡无法享受

折扣、额外收取服务费用、订餐押金无

法退还等。

在交通工具方面，主要问题是汽车

产品质量问题，售后服务不到位，维修

后仍出现问题，保养服务质量差，承诺

更换配件未予更换，新喷漆与原漆存在

色差等。经营者不能按约定提供给消

费者相关材料，强制为消费者上保险，

购车后迟迟无法上牌方面存在的争议

也较多。此外，在电动车、自行车的质

量问题和售后维修等方面也存在消费

纠纷。

在美容美发洗浴方面，涉及商家不

履行承诺，消费者在美容美发过程中发

生过敏情况，商家对服务的虚假宣传引

发纠纷等问题。

2019年度滨海新区消费维权报告出炉

餐饮住宿服务投诉同比增幅超60%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全球最大的

中文旅行平台去哪儿网（Qunar.com）在东疆投

资设立了天津趣拿网络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与

北京趣拿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东疆保税港区分

公司，未来将通过搭建更高效的旅行平台，帮

助旅行者找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和最优质的

信息，合理安排旅行出行。

时报讯（记者 王梓）近日，生态城初创公

司智毅聚芯微电子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以下

称“智毅聚芯”）完成数千万的Pre-A轮融资。

本轮融资中芯聚源领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

息研究院跟投，主要用于扩大团队、完成数款

芯片的量产。

记者了解到，智毅聚芯团队位于生态科技

园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2016年4月

开始创业，公司致力于实现高性能模拟器件的

国产化，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无线通讯、医疗仪

器、工业控制等关键领域。2019年1月，公司

完成由启迪之星和陆石资本共同投资的天使

轮融资，2019 年 10 月完成清华大学的增资，

2019年全年数据转换器相关营收达到数百万

元，2020 年计划量产数款高性能 ADC/DAC

芯片新产品。

生态城一科企
获数千万Pre-A轮融资

8日，由天津货运航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津货运航空”）执飞的全货机

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飞抵泰国素万那

普国际机场，这标志着天津货运航空顺

利开通首条国际全货机航线。此条航

线开通后，曼谷的特色海鲜产品“飞”至

郑州仅需4个小时。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去哪儿网“布局”东疆

天津货运航空开通
首条国际全货机航线

航天五院518所贡献智与力

1月7日，海滨街心港假日小区一栋

居民楼 2 楼阳台突然起火，窗户冒出浓

浓黑烟。危急时刻，水电工姜超正巧路

过该处，发现火情后奋不顾身爬上 2 楼

阳台进行扑救……昨日，记者得知消息

后，走访了现场了解情况，还原了事情的

经过。

7日13时许，花园水电服务分公司的

姜超刚刚结束施工任务，正要赶回家吃

饭。当他途经心港假日小区71号居民楼

时，发现3单元2楼一户人家的阳台窗户

浓烟滚滚，火光正向外蹿。几个附近居民

正朝2楼喊，但未见有人回应。

姜超赶忙跑过去，一边告诉围观群众

拨打119，一边迅速取出楼内灭火器跑到

2楼敲门，但一直不见有人开门。十万火

急下，姜超奔到楼下，顺着铁护栏徒手爬

到2楼窗外，用灭火器紧急灭火。姜超迅

捷又熟练的灭火器操作过程让楼下的居

民看得目瞪口呆。“小伙子，好样的！小心

点……”楼下的居民高声提醒着这位“灭

火英雄”。

短短几分钟，火被扑灭了。这时，接

到报警后的消防队员已经赶到现场。据

消防员介绍，如果没有人及时控制火势，

大火很有可能会蔓延至居民家里。消防

人员后期调查发现，本次火灾是因高空掉

落火种，导致该住户阳台内可燃物起火。

看着火被成功扑灭，姜超正想转身离

开，却被闻讯赶来的着火住户王先生“逮

了个正着”。“您先别走，我还没来得及感

谢您呢！”王先生跑来紧紧握住姜超的手

说，“真是太感谢了，要不是您及时帮忙灭

火，我家还不知道要烧成什么样呢。”“真

该为这小伙子的见义勇为点赞啊！”旁边

的群众也纷纷竖起大拇指。

昨日，记者在花园水电服务分公司见

到了姜超，当谈及救火的事件时，他说：“这

是我应该做的，真没什么，换做任何人遇到

这种情况，都会像我这样出手相助的。”

记者了解到，姜超今年42岁，原是一

名军人，退役后被分配到花园水电服务分

公司工作。尽管退伍了，但他时刻保持着

坚毅的军人品格，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

抢修任务永远冲在第一个。记者 李婷婷

“只要群众平安就好”

不到8:30，110指挥中心大厅内，指挥

长、值班民警和辅警都已进入工作状

态。民警王健将早上泡好的枸杞放在一

边，和同事一起开始了一天24小时的接

派警工作。见记者盯着桌上的保温杯，

他无奈地笑着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

温杯泡枸杞。这也是我这中年大叔的惜

命之举，好好爱护身体，才能继续奋斗。”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大厅内除了偶

尔响起沟通警情的打电话声，王健和同

事基本没离开过座位，始终留意着电脑

屏幕上的警情信息。“报警人称媳妇要去

赌博，不听劝阻，并扬言要用刀剁死媳

妇，报警人处于酒后状态。请分局速派

警妥善处置。”9:35，市局110报警平台发

来消息，工农村一小区李某报警。王健

立即和属地新北派出所联系。10:25，从

现场处警返回新北派出所的民警发回反

馈信息，称李某仅与媳妇发生口角，无肢

体接触，无持刀现象。其媳妇介绍，李某

患有酒精依赖症，曾入院治疗，她近日将

不外出，会一直陪伴李某。“打 110 让民

警劝阻打麻将，教育一顿是免不了的，但

人没事就好。”收到反馈后，王健的心落

了地。

“希望都得到圆满解决”

王健2003年从警，曾在新港派出所当

过15年的社区民警和治安民警，2018年调

入指挥部调度科担任接派警工作。工作

职能变了，岗位也变了，但王健“守护百姓

平安”的初心没有变。“我们的工作要求就

是快、准，不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拖拉造成

警情延迟。”王健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3月

29日，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新区某供

热站附近一女子在一辆外地车上大呼救

命。王健第一时间通知辖区派出所出现

场，并通知值班人员查找车辆和人员信

息。但是车辆一直在行驶中，沿途多名群

众报警。王健于是紧急联动交警、巡警等

单位，调度沿途多个派出所。当找到警情

当事人后，确定为一对吵架的情侣。“虽然

出动我们30多名警力，但知道人没事时还

是挺高兴的，就希望通过我们的工作，事

情都圆满得到解决。”

记者在采访时注意到，不管是在做

记录还是打电话，王健和同事的眼睛几

乎都盯在电脑屏幕上，一旦有新的警情，

立即作出反应。8:30 到 10:30，短短两个

小时，王健和其他 4 个同事一起接派了

156起警情，并全部完成反馈。而早上泡

好的枸杞水，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

据了解，110指挥中心日均接派警量

大概 1400 起，和王健一样的接派警值班

工作人员每天至少要接派警 200 起以

上。“只要群众平安，我们24小时不眠不

休也没什么。”王健的这句肺腑之言，道

出了他的心里话，也代表着所有公安民

警及辅警的初心。 记者 杜红梅

2020年1月10日，110迎来了第34
个年头。110，作为市民最熟悉的电话号
码，全年24小时在线，每一个电话都是市
民迫切的呼唤。而24小时在岗的接警
员，当日月更替，他们默默守护你安然入
眠，当危险来临，他们第一时间为你召唤

“利剑”，他们用忠诚和坚守时刻守望着市
民的“生命线”，守卫着千家万户的安宁，
守护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10宣传日前夕，滨海新区融媒体
中心记者走进滨海新区公安局110指
挥中心，跟随其中一名值班民警，了解
110电话另一端背后的故事。

揭秘110电话另一端的人和事

守望市民“生命线”的卫士

退伍军人路遇险情勇“出手”

王健王健（（右右））和同事和同事每天至少要接派警每天至少要接派警200200起以上起以上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爬楼灭火“不留名”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