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
对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5 责编：宋书琴 校对：肖仲 制作：高志翔经济 Economy

责编：刘晗 校对：肖仲 制作：高志翔城事 Local News

时报讯（记者 战旗）1月12日，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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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机场飞抵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沙迦拉

尔国际机场。这是继 1 月 8 日开通郑州

直飞曼谷的航线之后，天津货运航空在

一周内开通的第二条国际航线。据悉，

郑州—达卡航线计划班期为每周两班，

当日往返。

遗失声明
天津市河东区福村洗衣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120102600158966，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河东区福村五金油漆经销部，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注 册 号 ：

1201023011113，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艾森诺（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 道 路 运 输 证 6 本 ，运 输 证 号 ：

120128108514，车牌号为：津 DU583 挂;
运输证号：120128108533，车牌号为：津

C03131 ；运输证号：120128108513，车牌

号 为 ：津 C03129；运 输 证 号 ：

120128108516，车牌号为：津 DX796 挂 ；

运输证号：120128108587，车牌号为：津

C01983 ；运输证号：120128108515，车

牌号为：津DX509挂 。特此声明。广告热线：65622929 65622968 广告

工银瑞信斩获

“离岸中资基金”六项大奖

日前，由香港中资基金业协会与彭

博联合举办的“2019年度离岸中资基金

大奖”获奖名单揭晓。凭借短中长期持

续优异的业绩表现，工银瑞信旗下 2只

股票型QDII基金一举斩获六项大奖，

其中工银全球精选股票包揽“最佳总收

益（股票类）”1年、3年、5年期冠军，工

银全球股票同样以始终排名前三的好

成绩，将“最佳总收益（股票类）”3年期

季军和1年期、5年期亚军收入囊中。

时报讯（记者 范炳菲）昨日，由国家体育

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天津市体育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主

办，天津市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天津市滨海新

区教体局、天津市国际象棋协会承办的第二届

“滨海新区杯”国际象棋中国公开赛在新区开

赛，来自中国、蒙古国、荷兰、加拿大、日本、印

度、新西兰、哈萨克斯坦8个国家的98名选手

共享国际象棋盛宴。

此前的1月11日，由滨海新区教体局主办，

滨海新区国际象棋协会、滨海新区弈品棋类俱

乐部、滨海新区贻成小学、滨海新区徐州道小学

承办的第七届天津市滨海新区国际象棋大赛刚

在塘沽体育馆举行，500余名选手参加了此次比

赛。为期两天的比赛刚好与第二届“滨海新区

杯”国际象棋中国公开赛无缝衔接，有助于深耕

新区国际象棋发展土壤。

8国选手齐聚新区
共享国际象棋盛宴

记者记者 何沛霖何沛霖 摄摄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吉敦峰 张月）

日前，滨海新区公安局交管支队港北大队交警在

万安路和通达街交口处执行酒驾检查任务时，发

现一辆微型面包车的司机疑似酒后驾车，将其拦

停接受进一步检查。交警通过酒精测试仪检查

发现，该男子体内酒精含量为22.8mg/100ml，已

属酒后驾车。这时，男子的妻子突然跑到民警面

前解释说，自己的孩子刚被狗咬伤，他们也是情

急之下才酒后开车上路的。

了解情况后，港北大队队长郝连勇布置民

警按照程序对男子进行执法，自己则和另一名

民警带上孩子和家属，开车赶往附近的医院就

诊。男孩就诊后，民警还一路护送其回家。与

此同时，酒驾男子得知孩子得到及时救治后，

积极配合执法，并表达了对交管部门严格执法

的认同和救助其家人的感激。

男子酒驾送儿急救
执法交警助其就医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记者从

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获悉，2019年，东疆

跨境电商业务量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

势，全年累计完成超过1200万单，同比增

长近50%，成为天津聚集企业最多、创新

业务发展最快的产业基地。

据了解，在业务体量规模增长，实现

体量突破的同时，东疆切实解决企业的

痛点难点问题，在推动模式创新方面频

频出现新亮点。如在优化订单生产环节

海关溯源标签管理模式方面，在东疆海

关的大力支持下，优化了海关溯源二维

码标签，将原有需单独加贴在每个物品

上的二维码标签改由在快递面单上直接

打印。此举减少了原有流程溯源二维码

逐个人工粘贴的环节，大大降低了企业

运营成本，仅考拉海购单个企业每年即

节省数百万元成本。

在物流通关环节方面，东疆打造了

全国首个区内快递分拨中心，将原有各

物流公司快递分拨环节前置，在海关监

管区内打造快递分拨中心，实现“一车送

一地”，进一步优化物流配送环节，极大

降低海关监管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优化民众消费体验，标志着东疆跨境电

商产业环境在专业化、便利化上的又一

次提升。

在业态创新方面，形成跨境电商宠

物食品中国北方首个口岸。2019 年，跨

境宠粮业务发展迅速，已聚集渴望、GO、

安娜玛丽特、金士摩等10余种宠粮品牌

开展备货业务，4月备货量环比增长67%，

全年累计备货 54 个集装箱，货值近 1 亿

元，聚集效应初显。

在监管政策创新方面，实现保税与

非保业务集中存放、集拼出区。利用海

关分类监管政策，将跨境电商保税仓储

的纸尿裤与非保税商品同仓打包、同仓

发快递，这也是全国首个进行分类监管

政策与跨境电商试点融合的创新业务。

此项创新的落地使电商企业降低了物流

和快递成本，省去了之前需要在保税区

与非保地区分别设仓的成本，同时将作

业用工集约化，也使京津冀地区的消费

者能更加方便快捷地收到多种性质、多

个订单的商品。

“今年，东疆将继续按照天津自贸区

深改方案要求，结合跨境电商产业生态

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助力产业发展，将

东疆进一步打造成为北方最重要的跨境

电商海港口岸。”东疆保税港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

物流通关、业态创新、监管创新亮点频现

去年东疆跨境电商业务单量同比增50%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记者从市商

务局获悉，经海关总署批复，注册在新区的海

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获准

开展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试点业务的

企业。

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是海关总署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加工贸易监管的

一项创新举措，旨在适应不断壮大的外向型企

业跨地区、跨关区集团化运作模式需要，解决

长期困扰企业的跨关区保税货物存放及流转

难题，实现生产、研发、检测维修用保税货物在

集团内自由流转，为企业节省大量仓储、流转

及财务成本。

海油工程作为我国海洋油气工程领域的

领军企业，多年来为我国海洋工程产业和新区

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进出口规模在本市

常年名列前茅。该试点资格的获批对海油工

程及新区对外贸易都具有重要意义，将为海油

工程单体项目节约相关费用近千万元，解决了

长期困扰企业的外发加工难题，提振了企业在

海外项目谈判中的信心，对新区加工贸易转型

升级，贸易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海油工程获准开展海关企业
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试点业务

新区企业拔全国头筹

天津货运航空
一周开通两条国际航线

为保护少年儿童安全度过寒假，滨海消

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深入汉沽桃园中学、北

师大附校等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寒假前消防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中，宣传人员为师生们

讲解了初起火灾扑救、正确拨打火警电话、火

场逃生等消防安全知识。生态城大队则充分

发挥消防站的作用，将师生“请进来”开展消

防主题开放日活动，邀请小金星幼儿园的50

余名师生零距离接触消防、体验消防。

滨海新区公安局交警支队滨海大队则联

合生态城和韵社区举行了一场主题为“守规

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的学生假期社会实

践活动。活动中，交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与

学生交流，从加强交通安全意识入手，就学生

乘车、骑车和在道路上步行时应该注意的事

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告诫学生行车、走路

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不能在马路上追逐

打闹。此外，交警还详细介绍了交通信号、标

志和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的识别方法以及安

全乘车等基本常识，告诫每个学生寒假期间

出行切勿乘坐超载车辆。

医生和消防部门结合救助儿童案例为“寒假模式”提个醒

“安全”不放假 才能放好假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新区各中小学眼下已开始进入寒假模式，家长和孩子们开始享受美好假期。虽然假期美好，但千万要注意安
全，在家中和外出时都不要放松警惕。

虽然刚刚开始放寒假，但记者昨

天从天津港口医院骨科了解到，近期

就有个别小患者因假期不当运动造成

骨折而到院就医。8岁的患者小涛今

年学会了滑旱冰，日前在位于东沽的

小区滑旱冰时不慎跌倒，造成左脚踝

部受伤而到医院就医。

该院骨科主任李文成介绍，每年

寒暑假都是儿童外伤的高发期。特

别是寒假，儿童外伤接诊量是平时的

2倍！

李文成表示，冬季气温较低，部

分地段出现冰冻情况，而儿童骨骼发

育尚不成熟，低温条件下，如果穿着

又较少，一旦发生意外磕碰，发生骨

折的概率会明显增大。同时，假期期

间，不少孩子喜欢滑冰等冬季运动或

滑旱冰，由于运动前热身不够，加上

缺乏保护，也容易造成骨伤。此外，

还有交通事故，部分孩子独自在马路

上行走，容易出现刮碰。为此，李文

成提醒，寒假期间，孩子进行室外运

动前要注意做好充足的热身活动和

必要的防护措施。

寒暑两个假期，未成年人在家庭

中停留的时间较长，加之一些父母忙

于工作，不能照看孩子，所以容易发生

险情。

从消防救援往年的情况来看，

救援对象多为幼儿和小学阶段的未

成年人。尤其是一些幼儿，在监护

人疏忽大意时，被反锁家中的情况

时有发生。此时，家长只得求助消

防人员，前往破门解救。小学生的

意外情况则是发生在户外的较多，

也是因为家长没有及时关注、疏于

管理而导致险情的发生。还有部分

未成年人玩玩具时被卡手等情况屡

见不鲜。

消防队员提示，孩子天性好奇顽

皮，如监护看管不严，极易发生事故。

家长应当加强对孩子的管理教育，让

他们意识到相关安全隐患。此外，不

要把年幼的孩子单独留在家中，更不

要把孩子锁在家中。

消防交警齐“护航”

（上接第一版）严控机动车等移动源污

染，遥感监测机动车22万辆次。加强扬

尘污染治理，建筑施工和拆迁工地全部

采用智能渣土运输车。

在荒地河沿岸，河道巡查人员慕程

琳及其同事每两天便要对所负责的河道

至少巡查一次，查看是否有污水直排、破

堤或者水面垃圾等现象，“通过巡查可以

明显感觉到，河道水环境有所改善，很多

市民钓鱼时甚至还能看见河蟹，这在以

前是不可想象的。”

2019 年，新区坚持陆海统筹、分类

施策，水土污染治理持续加强。突出抓

好渤海综合治理，制定 12 条入海河流

“一河一策”治理方案，10条入海河流实

现消劣，其中 3 条域内河流全部消劣。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81%，提高31

个百分点。实施 14 个片区雨污分流改

造。排查涉水企业 689 家，整治疏浚河

道 666 公里。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划定近岸海域水产养殖区、限养区和禁

养区，清退水产养殖11万亩，完成40家

规模化畜禽养殖企业粪污治理和 16 家

工厂化水产养殖尾水治理。利用无人机

遥感等先进技术，加强入海排放口监

管。编制净土保卫战重点任务清单，开

展257家重点行业企业信息核实。

生态环境改善 新区筑牢绿色屏障
“我们准备修建园路，并完善配套设

施。”天津港保税区城市环境管理局园林

绿化科科长张作军告诉记者。他提到的

“园”，其实是指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

空港经济区项目。这里的“七色花田”景

观，无论是春天黄色的油菜花，还是夏日

里紫色的马鞭草、鼠尾草，黄色的向日

葵，都成为人们打卡的网红景点。2019

年，按照全市部署，新区推进双城中间绿

色生态屏障建设，高标准开展片区规划，

完成造林 7015 亩，加快打造林网交织、

路网贯通的生态体系。

2019年，新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修复

力度。对标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标准，

加强北大港湿地功能恢复，“五退”工作基

本完成，生态补水3.2亿立方米，有水湿地

达240平方公里。构建全天候、立体式“人

防+技防”野生动物保护体系，为候鸟栖

息、迁徙撑起了“安全网”。2019年，北大

港湿地过境候鸟数量累计达到100万只，

较往年增长5万只左右。观测到的候鸟种

类达到276种，2019年首次在天津观测到

的世界濒危物种白头硬尾鸭和雪雁，多年

不见的国家一级保护物种黑鹳、大鸨皆现

身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滨海新区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一个天更蓝、海更

碧、河更清、地更绿的现代化海滨城市形

象正在展现。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候鸟用翅膀投票

现象2 家长粗心大意 假期“险情”多发

现象1 寒假期间儿童外伤接诊量翻倍

时报讯（记者 马兰）3 辆货车连环

追尾，一名司机被困车中，十分危险。新

区消防队员及时出警，助被困司机脱险。

12日20:06，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

响螺湾中队接警称，港塘公路附近发生交

通事故，现场有人员被困。到达现场后，

消防员得知，现场事故为3辆挂车连环追

尾，导致最后一辆挂车驾驶室严重变形，

司机被困其中。消防员立即使用液压破

拆工具将车门打开，随后利用担架将被困

司机抬出，交予120急救人员救治。

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司机，夜间开车

请集中注意力，时刻关注路面变化，控制

车速，避免发生意外。

日前，新村街道正义里社区携

手滨海新区博物馆共同开展“年画

说故事，新年新气象”年画普及与体

验活动。

体验活动开始前，指导老师首

先向小朋友和家长讲解了中国木刻

年画的历史、年画的艺术特点以及

制作年画的工艺流程。孩子们听得

全神贯注，被中国传统年画的魅力

折服。随后，孩子们一笔一画地将

画纸涂抹出绚丽的色彩，使一幅幅

惟妙惟肖的年画鲜活起来。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听故事 绘年画
货车连环追尾
被困司机脱险

（上接第一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

滨海新区担负着内陆腹地出海口、外向

型经济新平台、创新发展新引擎的使命，

承担着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重要

承载地的职责。滨海新区在经济发展

中遇到的新技术多、新产业多、新业态

多、新模式多，这里既是可供深入挖掘

的新闻富矿，也是各类经济政策加快汇

聚的高地。

滨海新区将以此次被经济日报社确

定为全国调研点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

方的交流与合作，在为经济日报社开展

调研提供丰富案例、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的同时，也将充分利用经济日报社的媒

体优势和专家优势，做好滨海新区的对

外宣传，向外界充分展示滨海新区在加

快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过程中的良好形象。

滨海新区被确定为经济日报社调研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