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税务“护苗”企业“解困”
■ 政策落实有力度

■“护苗行动”有温度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严格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四力”工作要

求，扎实开展“税务护苗行动”，多措并举为企业纾

困解难，助力广大市场主体化危为机、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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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多云 28℃~21℃ 风力：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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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务院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

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

通知》以来，天津自贸区机场片区全力推

进“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探索特色审批

改革，积极打造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最简告知承诺制释放市场活力

保税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机场片区全力推行“证照分离”改革，

在全国首推最简告知承诺制，实现行政

许可事项“全承诺、无审批、签字即办

结”。最简告知承诺制改革率先在环评

领域的汽车维修、输变电、机加工类、实

验室类、燃气锅炉类实施，后续不断扩大

范围，推广到户外广告设置、出版物零

售、代理记账、道路货物运输、职业培训

机构、印刷企业设立、旅行社设立等领

域。同时机场片区2019年承接市级下放

权力事项437项，实际承接事项数位列天

津自贸区各片区首位。市级下放审批事

项平均法定办理时限28天，平均承诺办

理时限 2.75 天，提速近 80%。机场片区

的改革减轻了企业负担，进一步释放了

市场的经济活力，吸引了企业投资扩产。

今年年初，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机场

片区运用差别化管理思路，发布《部分环境

影响轻微建设项目差别化管理目录》，对

16个行业、75类环境影响相对轻微的建设

项目实行差别化管理。《目录》在天津市现

有免于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41类项目

的基础上，又将范围进一步延伸至口罩、防

护服生产等34类建设项目，为区内生产防

疫物资的企业节省了时间和资金成本。

只进一扇门 能办百件事

保税区行政审批改革五年来，政务

服务办始终把“放管服”改革作为区域提

效能、激活力、促发展的重要抓手，围绕

市场主体需求，聚焦转变政府职能，全力

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为就近服务保税区三大区域，保税

区政务服务办开设空港、航空物流区、临

港、海港4个政务服务大厅。在简单事项

现场办理、即时办结的基础上，政务服务

办利用审批专网串联起各个大厅，实现政

务服务办承接的167项（含子项为307项）

审批事项“全区通办”。 （下转第三版）

天津自贸区机场片区探索特色审批改革 在全国首推最简告知承诺制

“放管服”改革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 记者 战旗 朱绍祥 报道 王鼎鑫 杜潇扬 摄影

■ 全力推行“证照分离”改革，在全国首推最简告知承诺制，实现行政许可事
项“全承诺、无审批、签字即办结”。最简告知承诺制改革率先在环评领域的汽车维
修、输变电、机加工类、实验室类、燃气锅炉类实施，后续推广到户外广告设置、出版
物零售、代理记账、道路货物运输等领域。

■ 利用审批专网串联起各个大厅，实现政务服务办承接的167项（含子项为
307项）审批事项“全区通办”。

■ 协同市场监管局及公安、税务等部门，实现企业设立“一口受理”，推动“多
证合一”“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等各项改革措施落实。通过整合企业开办所涉及的
各环节，使业务办理由“多窗”变“一窗”，实现企业开办申请“一次提交、同步办理”。

新区今年以来的亮眼战果，是应对

压力、迎接挑战、直面困难，拼来、干来、

创来的。继续攻坚高质量发展，引育新

动能，写好法定机构改革续篇，营造国

际一流营商环境……机遇与挑战同在，

先手与竞争并存，考验的是全区上下必

攻不守、战则必胜的行动力。“二次创

业”的主战场，就在脚下这片改革开放

的热土上；“二次创业”的精气神，就在

“马上办、钉钉子、敢担当”，以“一线工

作法”展现出的效率、效能、效果上。

马上办、钉钉子、敢担当，是滨海之

“为”的精神内核。本职工作敢担当、创

新发展敢担当、关键时刻敢担当，是“担

当作为”标注在工作作风上的刻度，衡量

着行动力的自觉和执行力的强化。特别

是面对历史、时代赋予的重任，面对各种

风险挑战，面对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时，这

种精神的宝贵之处就愈加显现。概括起

来两个字：一是“敢”，二是“干”！惟其如

此，才能不负期许，不负人民。

马上办、钉钉子、敢担当，是激发内

生动力的精神源泉。今年以来面对疫

情冲击，我们坚持“人民至上”，千方百

计保障广大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坚持“项目为王”，积极引育新动能

夺取“双战双胜”；坚持“稳中求进”，坚

决落实“六稳”“六保”要求，推动高质

量发展……细细品味，哪一项成果不是

来自“马上办、钉钉子、敢担当”的实

干？同样，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更需要

弘扬这种精神，以锲而不舍水滴石穿的

“韧劲”、打破条框创新求变的“闯劲”、

勇挑重担敢争第一的“狠劲”，乘势而

上，攻坚克难，实现“十三五”圆满收官。

马上办、钉钉子、敢担当，是一流营

商环境的温馨底色。先是“快”。例如，

盛瑞公司首批出口产品时限“火烧眉

毛”，南港工业区、港务公司、大港海关

等“组团”服务，使第一批海外订单顺利

出口。再是“新”。新区全国首创“信用

承诺审批”分级管理举措，为PPG这样

信用良好的跨国公司开绿灯，只提交一

张申请表、一纸承诺书，就可以拿到多

次有效的备案证明。不难看到，优质高

效的营商环境中，“马上办、钉钉子、敢

担当”既是理念作风，更是庄严承诺。

境界高远、脚踏实地，是新区必备

的品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功成必定有我”的实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一茬接着一茬干，一定会干出一个

现代化的美丽滨海新城。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25 日，

记者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

服务局了解到，区内 4 家“专精特

新”企业获得申报国家级“小巨人”

项目晋级资格，实现了经开区“小

巨人”企业市级推荐零突破。

据了解，根据《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的通

知》，经开区企业服务局提早准备，

通过一对一政策宣传、专业化申报

辅导，积极组织区内“专精特新”企

业申报国家级“小巨人”项目。“小

巨人”企业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中的佼佼者，在“专精特新”企业中

选好选优，是专注于细分市场、创

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

键核心技术、质量效益优的排头兵

企业。

最终，经企业自主申报，经开

区企业服务局推荐，市级部门第

三方评审机构组织专家开展形式

审查、专家评审和现场核查等严

格评审和层层筛选，经开区内的

天津达因建材有限公司、天津中

能锂业有限公司、赛诺医疗科学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亿昇（天津）

科技有限公司 4 家企业获得此次

晋级资格，实现了经开区“小巨人”

企业市级推荐零的突破，全市共向

工信部推荐 40 家企业进入“小巨

人”终审。

据介绍，下一步，经开区企业

服务局将完善支持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机制，健全“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梯度培育体系，引导经开区中小企

业走“专精特新”之路，用“小巨

人”撬动经开区整体经济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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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开区内的天津达因建
材有限公司、天津中能锂业
有限公司、赛诺医疗科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亿昇（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4家企业获得申
报国家级“小巨人”项目晋级
资格，实现了经开区“小巨人”
企业市级推荐零的突破。

以更大责任担当体现滨海作为
——一谈弘扬“马上办、钉钉子、敢担当”工作作风

■ 海声

滨海观澜

时报讯（记者 张文弟）8月25日，抖音直播

生态产业园落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约仪式

暨“#Dou是天津代言人”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

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举行。

此次抖音直播生态产业园选址经开区于家

堡，正是看重其在滨海新区核心区位的优势条件

和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尤其近几年，经开区

深耕新经济领域，在推动区域产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新经济产业集群快速

聚集，投资热度不减，为抖音这样的内容平台落

地线下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合作支撑和丰富

的场景。此外，以双创大厦“堡子里”商办楼宇为

代表的载体服务平台，定位“一岛、三地、四中

心”，着力打造内容创造场景基地、供应链选品基

地、行业发展基地，围绕融媒体交流中心、文化旅

游资源共享中心、泛娱乐培训中心、沉浸式体验商

业中心，构筑产业高地，目前已经具备一定规模。

良好的载体建设，能够实现快速的产业导入。

签约仪式上，抖音直播负责人宣布，将在抖

音启动“#Dou 是天津代言人”主题直播活动。

活动旨在培育直播产业生态，提振直播产业活

力，同时助力天津市直播经济发展。

抖音直播生态产业园
落 户 天 津 经 开 区

昨日，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在北塘街海泽苑日间照料中心组织开展了中医义诊、健康咨

询及卫生健康知识宣传活动。据了解，这是滨海新区2020年全国科技周的重点活动。活动

中，滨海新区中医医院、北塘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为辖区居民提供中医内科、中医外

科、中医妇科、骨伤科、中医护理、心电图等方面的服务及咨询，并在现场开展了拔罐、刮痧、

耳穴贴等特色诊疗。同时，新区疾控中心还进行了健康知识宣传。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进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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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七夕 又是一个“好日子”
农历七月初七是传统七夕节，又名乞巧节，也被称为中

国的“情人节”。在这样一个最具浪漫色彩的传统节日里，新

区各街镇、各社区纷纷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七夕”主题活动。 2 版

8月22日一早，新村街文明劝导队志愿者孙炯便来到河滨公

园开展文明劝导。目前在新区，像

孙炯这样的志愿者共有300名。

用辛勤汗水浇灌城市文明之花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永明路立起饭店

酒席浪费严重
剩菜全进垃圾桶

鸿泰·千佰汇商业广场

宣传氛围不浓
仍有餐桌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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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2020年全国科技周重点活动

义诊

医务人员给居民拔罐医务人员给居民拔罐

医务人员给居民提供测血压等义诊服务医务人员给居民提供测血压等义诊服务

保税区政务服务办人员为企业服务保税区政务服务办人员为企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