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019 年，天津
经开区汽车产量首次突
破百万辆大关，达到
127 万辆，产值突破
1600亿元，同比增幅均
超过40%

■ COUPE SUV 车
型项目由一汽-大众独立
主导设计开发，是大众品
牌首款运动轿跑SUV，是
大众品牌A级细分市场最
富力量感的车型

■ 目前一汽-大众
天津分公司完成了大众、
奥迪两大品牌混线柔性
生产，五款车型战略布
局，进一步丰富了天津市
汽车产业的产品布局

▲

一汽-大众产品COUPE SUV下线 记者 贾成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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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太平人寿入选天津抗疫爱心企业
获赠一个月天津地铁语音公益广告

病毒无情，太平有爱。疫情发生后，

太平人寿天津分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响应

集团党委号召，踊跃向疫情严重地区捐

款，为奋战在一线的抗疫医务人员和因疫

情遭受损失的家庭送去温暖，守望相助，

共渡难关！

本次捐款活动得到了太平人寿天津

分公司党委、总经理室的高度重视，以及

分公司团委、各业务系列、各部门全体内

外勤员工的大力支持。在分公司工会的

积极组织下，分公司各部门、各机构的

2549名内外勤伙伴踊跃伸出援手，奉献爱

心，共计捐款120006元，为“疫”线勇士们

送去了前行的力量，也为患病的家庭送去

了贴心的温暖！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众多天津企业

尽显大爱，为感谢广大爱心企业，天津尚

优传媒科技有限公司利用时代尚优独家

优质资源天津地铁语音媒体，发起“名企

大爱同行·天津地铁语音公益品牌展播”

活动，致敬义举，以行助力，为爱心企业的

品牌传播添砖加瓦。太平人寿天津分公

司成功入选本次爱心企业名单，获赠2020

年4月为期一个月的地铁语音公益广告。

本次地铁语音广告的上刊点位在地

铁1号线营口道至小白楼站间，以及地铁

5号线靖江路至成林道站间的预报站信息

后，播报内容为“时代尚优传媒携手爱心

企业太平人寿，为武汉加油，风雨同行，津

门战‘疫’必胜！”两个点位涵盖CBD商务

区以及大型居住区，有效提升了太平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广告

遗失公告
天津市滨海新区鹏华恒升日用品信息

咨 询 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120116MA06879N0P，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特此公告。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4 月 9 日上

午，位于天津经开区一汽-大众华北基

地的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迎来新车型

COUPE SUV 下线批量投产，这是继 1

月 17 日奥迪 Q3 Sportback、3 月 6 日探

岳 GTE 批量投产之后，一汽-大众天津

分公司在今年投产的第三款车型。至

此，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完成了大众、

奥迪两大品牌混线柔性生产，五款车型

战略布局，进一步丰富了天津市汽车产

业的产品布局。

3 月 30 日，一汽-大众实现累计第

2000 万辆整车下线，企业发展迈入新阶

段。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一汽-大众天

津分公司防疫复工两手抓，积极推进新

车型项目，COUPE SUV 更是实现了提

前三周下线。

COUPE SUV 车型项目由一汽-大

众独立主导设计开发，是大众品牌首款

运动轿跑 SUV。作为大众品牌 A 级细

分市场最富力量感的车型, 该项目提前

投放，为抢占市场、提前交付用户做出

了贡献。

一汽-大众董事、党委书记、总经理

刘亦功表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特别感谢天津市各级政府对一

汽-大众复工复产的全力帮助和扶持。

华北基地是一汽-大众五地六厂战略布

局的收官之作，今后将继续为天津市

的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及 经 济 繁 荣 做 出 贡

献，积极履行企业责任，创造更多的社

会价值。

据了解，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天

津市汽车产业的主要承载区，目前已形

成以一汽-大众、一汽丰田、长城汽车、清

源电动车以及星马汽车5家整车企业为

龙头，大众自动变速器、艾达变速器、立中

车轮、锦湖轮胎、大陆汽车电子、电装电

子、矢崎、摩比斯等200余家各类零部件

和服务业企业集聚发展的态势，在区域内

形成了从关键零部件到汽车整车，从装备

材料到汽车服务业的完备产业链条。

2019 年，天津经开区汽车产量首次突破

百万辆大关，达到 127 万辆，产值突破

1600亿元，同比增幅均超过40%。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经过 480 小

时的紧张筹备，由天津铂曼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建造的天津经开区第一条额温枪

生产线于4月1日正式投产运行，目前日

产量可达10000支。

额温枪又称手持红外线体温计，通

过吸收人体发射的红外线辐射能量来测

定体温，具有避免交叉感染、测温速度快

的特点，更适用于医院、学校、车站等人

流量密集场所的筛查工作。战“疫”当

前，防疫物资紧张，额温枪成为了紧缺资

源，铂曼因业务需要也曾与多个供货工

厂建立联系，但几乎没有工厂可以顺利

交货，具备生产型企业管理经验的铂曼

医疗科技创始团队提出了“买不到，自己

造”的大胆想法，并立即启动项目筹备

组，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紧张筹备。

由于疫情防控期间原材料供应较为

困难，为了尽快完成投产，铂曼医疗团队

成员连日奔走，不到20天的时间飞行了

4 万多公里，联系供应商近百家，每天只

休息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天内穿梭 5 个

城市，只为能够早一天投产。

“我赶到经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

交相关资料时已经是下午 3 点 40 分了，

但没想到的是，公司当天就拿到了营业

执照！我切身体验到了经开区对我们防

疫物资生产企业主动靠前服务。”铂曼医

疗工厂负责人刘占国说。

据铂曼医疗行政人事经理甄琳介

绍，在项目筹备期间，企业负责人在朋友

圈发布的一条招工动态引起了经开区企

业服务局营商环境科杨楠的注意，杨楠

立即向企业服务局负责人作了汇报，而

后主动与企业取得联系了解企业具体困

难，随即，经开区企业服务局、新经济促

进局、应急局率先为企业启动了项目帮

扶服务，第一时间帮助开展从选址设立

到生产审批的全流程协调工作。

据了解，企业生产车间在规划布局

建设期间，市药监局第一监管办的工作

人员也多次给予企业指导，全力推动企

业尽快形成产能，进一步推进企业加速

投产。在产品原材料到位后，企业面临

用工问题，经开区人社局通过在 2 个空

中招聘平台进行职位发布和组织区内

人力资源机构进行人力资源供给两种

手段，为铂曼医疗提供人力资源供给渠

道，并为企业第一时间编制了可以享受

到的人力社保方面的各项相关政策指

南，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企业人力资源

需求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满足。经开

区应急局帮企业将产品纳入了经开区

应急物资采购平台，方便区内企业进行

采购，此外，同时帮企业对接了其他市

场渠道。

铂曼医疗研发技术部总监孙成文表

示，“疫情暴发以来，公司积极响应国家

及经开区号召，迅速行动，将科技生产

力转化为战“疫”力量，着力布局智慧医

疗防疫产业，仅用不到20天时间就完成

了从建厂到投产，泰达人再一次展现了

“泰达速度”，这期间让他们感受更深的

是泰达服务的温度与速度，泰达企业服

务部门为企业快速投产创造了优渥便

捷的通道。

目前，海外疫情日益严重，铂曼医疗

表示，目前公司已在进行第二代产品的

研发，预计将在4月底将产品推向市场，

并全力支援海外发生疫情的国家。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今年投产的第三款车型COUPE SUV提前三周下线

大众首款运动轿跑SUV在新区批量投产

泰达速度！480小时诞生额温枪生产企业

4月8日8时05分，保税区企业海航

集团天津航空GS7859次客运航班准时从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起飞，2个小时后抵达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当晚21时42分，天

津航空执飞的首架国际“客改货”包机航

班 GS7963，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国际机场，这也是

湖北省武汉市解禁后首个洲际包机。至

此，天津航空武汉航线的客运、货运飞机

正式复航。

目前，天津航空已恢复 10 条武汉国

内进出港航线，航线主要涉及天津、海口、

揭阳、西安、厦门等地区。在国际航线方

面，天津航空推出客运飞机转货运包机服

务，已获取16条航权的国际航线，航线主

要涉及伦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为确

保广大旅客、司乘人员的健康安全，天津

航空多措并举执行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客

舱全面清洁消毒，严格对机组人员进行体

温检测；优化升级服务，可为所有乘机旅

客免费提供机上“间隔就座”服务和国内

航班免费改期专项服务；升级通风系统的

循环方式，使用飞机最大通风量置换客舱

空气。

据统计，自疫情发生以来，在天津港

保税区管委会的大力协助下，天津航空已

执行医护人员包机及医疗物资运输航班

116班（含国际航班），先后9次安排包机

运送和接回天津驰援湖北医护人员共计

1489 人次，多次紧急调配宽体飞机保障

运输任务，累计运输防护服、口罩、手套、

消毒用品等防护物资超75吨，运输医疗

救援物资总投入超过1100万元。

天津航空公司表示，当前，全国疫情

虽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国际方面疫情防

控形势依然严峻。天津航空将持续响应

各项防疫工作要求，根据各地防疫及复

工复产情况，灵活调整机型，制定不同航

班计划，全力做好民航运输工作，助力我

国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双赢”。 记者 战旗

重启！天津航空客运、货运复航武汉

机组成员整装待发 记者 贾磊 摄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4月9日从天

津海关获悉，天津海关所属东疆海关在查验一

票申报单一品名为“黑铁丝”的出口货物时，查

获夹藏在同一集装箱内的企图以瞒报方式出

口的口罩约111650个。

该票货物出口目的地国为几内亚，经营单

位为青岛某公司。经开箱查验，集装箱前部为

申报品名所涉黑铁丝，呈成卷散装堆放状；掏

箱后发现集装箱靠近底部四分之一处夹藏大

量口罩。口罩为纸箱装，纸箱外套有绿色编织

袋，集中码放，并加盖黑色塑料布作为遮挡。

经统计，夹藏的口罩分别有 N95 口罩

21600个、一次性口罩90000个、带滤嘴的防尘

口罩50个。东疆海关已对该批货物采取滞留

措施，待下一步处理。据天津海关介绍，企业

这种行为属于未如实申报，试图以伪瞒报的方

式逃避海关监管。该行为严重违反《海关法》

相关规定。天津海关郑重提醒：对于查出的医

疗、防护物资出口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海

关将依法依规对涉事企业进行严肃处理。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为充分发挥金融服

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帮助企业缓解融资压力,

全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4月8日下午，杭州道

街举行复工银企对接会，助力中小微企业及个

体工商户减轻经营压力，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当天下午，来自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浦发

银行、德商银行 4 家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

来自辖区内的北海明珠、红珊瑚粥城、顺义租

车等 40 余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负责人就复

工复产和融资问题进行了讨论。四家银行围

绕当前国家的惠企政策，结合各自银行的实

际，分别推介了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加快复工

复产的惠企融资产品。详细解答了商户提出

的问题。

据悉，目前已有企业与银行对接，具体业

务正在洽谈中。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强化了

对企业的金融支持，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为企业特别是量大面广的个体工商户提供了

更好的金融服务和融资平台。

杭州道街举行复工银企对接会

助力企业商户恢复生产经营

以瞒报方式出口口罩被查获

海关将依法严处涉事企业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

（上接第一版）要牢牢把握群众性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群众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为群众解难事、办实

事，依法维护所联系群体的合法权益。要扩大群团组织和

工作覆盖面，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群团组织。工青妇

的干部要积极主动融入群众，了解基层情况、熟悉群众工

作，更多在基层一线经受磨练、接受考验、做好服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要主动担当作为，严格落实“四战”要求，每所学

校建立由区级领导牵头的包保小组，主动到学校去帮助解决问

题和困难。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学校各级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凝聚力、组织力和战斗力体现

在复课开学方方面面。要精心上好开学第一课，用疫情防控的

生动教材，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给孩子们留下一生可以拥有的宝贵

精神财富。

严格落实“四战”要求 确保复课开学平稳有序

（上接第一版）登记机关核准后，用手

机上‘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往工作

台显示的二维码上扫一扫，就能在两

分钟之内自助打印、领取我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和电子营业执照文件，全程‘自

助办’省却了排队等候、签字的烦恼，还

避免了人员接触，实在太方便了！”

东疆智能工作台是为企业开办提

供“一站式”服务的又一便利化举措，

是东疆继电子营业执照全国首发、企

业开办一窗通平台应用、税库银三方

协议天津首单、经营范围规范化全国

试点应用等商事登记投资便利化创新

举措之后的又一重大创新。工作台实

现了“功能集成化”“设备可塑化”“场

景智能化”“全程自助化”“办事无纸

化”“服务人性化”，为“不见面”“不接

触”审批提供了新模式，同时也有效避

免线下人员聚集，有力助推企业顺利

复工复产。

营业执照 自助打印

东疆一季度落户企业同比增长18%

（上接第一版）“疫情面前，隔离的是

病毒，隔离不了的是携手发展的愿望、合

作共赢的期盼。我们前一阵与东疆进行

了‘云签约’，这样的创新签约形式非常

好，形式虽然简约，内容却是真材实料、不

打折扣。”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家世界 500 强企业近期在

东疆设立了两家公司，将借助东疆的政府

服务、行业集聚、自贸创新等优势，推动象

屿集团物流板块降本增效，北方区域进出

口贸易、大宗商品交易业务持续壮大。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惠企措施纷纷落地
稳步推进企业复工复产是东疆一季

度的重要工作。疫情发生以来，东疆致力

于当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领航员”和“接线

员”，加快惠企支持资金的兑付，指导企业

申报国家专项贷款，申请特批超额外债指

标，设立FT账户等。截至目前，东疆已通

过各种渠道兑付“东疆21条”惠企支持资

金约3亿元，指导企业获得直接贷款25亿

余元，通过发债、保理、物流金融等方式帮

助企业获得优质融资近100亿元。

“未来东疆将继续发挥产业聚集优势，

稳步推动功能创新和服务创新，在特殊时

期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领航员’和‘接线

员’，为企业纾难解困，推进区域实现高质

量发展。”东疆保税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计报酬、无畏生死的“白衣英雄”

（上接第一版）“决不能当逃兵，身为

医务人员就应该在前线！”80后护士长李

孟芳，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大大的力量！

作为急诊科的医务工作者，吕倩深知

这场战“疫”的艰巨性，但她依然志愿加入

支援湖北的医疗队。她说：“我不能忘记

自己救死扶伤的初心和使命，要去一线贡

献我的力量。”

2 月 15 日凌晨，滨海新区中医医院

又选派 2 名护士支援一线。“会有些害

怕。”护士潘爽是一名90后，她说自己虽

然会有些害怕，但前线需要，便也顾不上

害怕了。

发挥优势 凯旋而归
在新冠肺炎治疗和后期康复阶段，中

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武汉市江岸方

舱医院，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几位具有中医

资质的医生积极探索着中医治疗的方

式。鉴于方舱医院中许多患者饮食多饱，

失于运动甚至会导致大饱伤脾的现实情

况，娄志杰嘱咐患者同时练习五禽戏、八

段锦、易筋经等传统健身气功，使患者开

张肺气，提高心理适应机能，强化脏腑，

“实施以来明显改善了患者在方舱医院里

常常出现的焦虑、抑郁、腹胀等现象。”

90 后的张建国是一名男护士，进入

方舱医院后，他和其他几十位男护士组成

了团队，发挥男护士的优势，主要承担搬

运物资的工作。每天天亮的时候，病人的

早餐会送到医院，他们就负责把这些盒

饭、汤、粥等运送到护士站，再由护士分配

给病人。“想到病人们能及时吃到早餐，我

自己也觉得非常温暖。”张建国说。

“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心理支持，帮助

他们生理和心理都能得到救治。”刘亚静

在江岸方舱医院中主要是上夜班。她分

析，与白班相比，夜班的护理工作不算很

多，却是病人焦虑烦躁等情绪比较集中暴

发的时间，这样的不良心理状态甚至会加

重他们的病情。“有一位阿姨出现胸闷等

不适的症状，经过检查发现这些症状是她

的心理压力较大导致。”刘亚静在了解了

这位病人焦虑的原因后，发挥了女性心思

细腻的优势，对这位阿姨进行了耐心的安

慰和劝导，并建议她多听听音乐、多运动

等，转移注意力，使得她的紧张情绪慢慢

得到了缓解。

自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

响以来，滨海新区中医医院支援湖北的

医护人员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用

行动践行了医者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

初心和使命。

额温枪生产线 记者 贾成龙 摄

时报讯（记者 王梓）继《大护法》之后，暌

违两年多的生态城本土企业好传动画再推精

品动画。由好传动画《大护法》制作团队原班

人马打造的盛唐国风探案番剧《大理寺日志》4

月 10 日 11:00 将在哔哩哔哩正式上线播出。

这部动画兼具喜剧、推理、动作、历史元素，风

格轻松幽默、诙谐有趣，探案情节烧脑引人入

胜，剧情搞笑，是好传动画在“国漫”发展上的

又一次尝试。

生态城企业出品

《大理寺日志》今日上线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