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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值 的 59.8% ；此 外 ，加 工 贸 易 进 出 口
160.8 亿元，下降 9.6%，占 24.1%。一般贸
易占比提升标志着自主创新、自主品牌
出口产品比重不断提升以及我国企业直
接参与国际贸易能力持续加强。二是贸
易主体结构优化，外商投资企业仍为进
出口主力，民营企业大幅增长。8 月份天
津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23 亿元，增长
8.4%，占 48.5%；此外，民营企业进出口
268 亿元，
增长 27.6%，
占 40.2%，
占天津市

分点。
在进出口商品方面，机电产品仍位
居进出口首位。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占
出口近三分之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大幅增长。8 月当月天津市出口机电产
品 202.2 亿元，增长 19.9%，占 66.2%，主要
受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集成
电路等出口增长拉动；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 41.6 亿元，增长 50.9%。进口方面，
外贸进出口值比重较去年同期上升 4.6
机电产品和农产品位居进口前两位。8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活力逐步激发，标志
月当月，天津市进口机电产品 184.4 亿
着天津外贸企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三
元，下降 3.2%，占 51.1%；农产品 57.2 亿
是贸易伙伴多元化，对主要贸易伙伴增
元，
增长 31.5%，
占 15.9%。
势良好，
“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比超三
从天津口岸来看，近年来天津口岸
成。8 月当月，天津市对欧盟（不含英国）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效率不断
进出口增长 2.2%，欧盟仍为天津市第一
提升，我国疫情率先得到有效控制，稳增
大贸易伙伴；对东盟增长 11.9%。此外， 长、保民生等一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这些
对“ 一 带 一 路 ”沿 线 国 家 进 出 口 增 长
都为天津口岸货运量增长奠定了坚实的
21%，占 30.6%，较去年同期提高 2.1 个百
基础。
（下转第二版）

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在新区成立
■ 力促资源交融
■ 推动协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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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新区加快构建现代高端产业体系
9 月 15 日，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成立大会在新区
举行，并正式揭牌。此举被外界解读为滨海新区加快推进

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建设和京津冀创新改革试验区建
设的又一次有效尝试。

双城中间绿色生态
屏障重点工程

智能柜式垃圾箱

“这是新装的快递柜
吗？”家住天津港保税区复
地温莎堡的张女士刚下班，
就被小区里新添置的一排 ■
蓝色柜子所吸引。居民眼
中的“快递柜”其实是天津
港保税区管委会近期在空
港区域试点安装的智能柜
式垃圾箱。在居民小区推
行 使 用 这 款颜值高、人 气
高、功能多的智能柜式垃圾
箱，
旨在培养社区居民自觉
垃圾分类的习惯。
“智能柜式垃圾箱的最
大亮点在于刷脸或扫码开
箱投放可回收物，
自动称重
进行相应的积分奖励。”保
税 区 社 区 办高鹏解释说 ，
“智能柜式垃圾箱有织物、
纸张、金属、玻璃、塑料和瓶
类这六种投放口，
并配备有
一台红色箱体的有害垃圾
投放箱。每一台投放箱旁
边都竖立着一台积分兑换
机，
里面陈列着积分可兑换
的垃圾袋、纸巾等多种生活
用品。
”
上周，
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区域开始推行智能
柜式垃圾箱，
第一批试点设在远洋、
万科、
名居、
复地
温莎堡四个小区，
覆盖7000户居民。（下转第二版）
记者 战旗 朱绍祥 报道 王鼎鑫 摄影

■ 贸易方式结构优化，一般贸易为主要贸易方式。8 月份天津市一般
贸易进出口 398.6 亿元，
增长 29.5%，
占天津市进出口总值的 59.8%。
■ 贸易主体结构优化，
外商投资企业仍为进出口主力，
民营企业大幅增
长。8 月份天津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23 亿元，增长 8.4%，占 48.5%；此
外，
民营企业进出口 268 亿元，增长 27.6%，
占 40.2%。
■ 贸易伙伴多元化，
对主要贸易伙伴增势良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
比超三成。

天津港保税区：

进出口总值为 4823.5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0.6%

垃圾箱﹃智能﹄了 垃圾分类便利了

前8月本市进出口贸易总值实现正增长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9 月 15 日，记
者从天津海关召开的天津市外贸进出
口情况通报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8 月天津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4823.5 亿 元 ，比 去 年 同 期（下 同）增 长
0.6%，年内累计首次实现正增长；其中
出口 1993.4 亿元，增长 3%，进口 2830.1
亿元，下降 1%。
据介绍，近期天津市外贸进出口呈
现以下几个特点：6 月份以来天津市外贸
持续向好。已连续 3 个月进出口同比两
位数增长，且单月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8 月当月天津市进出口 666 亿元，
增长 12.7%。其中，出口 305.3 亿元，增长
20.8%；
进口 360.7 亿元，
增长 6.7%。
进出口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一是贸
易方式结构优化，一般贸易为主要贸易
方式。8 月份天津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398.6 亿元，增长 29.5%，占天津市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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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远达带队到杭州道
街、塘沽街督导创文工作

胡家园生态区

绿树渐成荫

持续巩固创建成果
坚决防止反弹回潮

昨日，记者在滨海新区胡家园
街辖区内的绿色生态屏障胡家园生
态区建设现场看到，这里种植的树
木逐渐成荫，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效
果初显。作为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
障 的 重 点 工 程 ，从 2018 年 到 今 年
底，胡家园生态区将累计完成 6025
亩造林任务。从高空俯瞰胡家园生
态区项目，由绿带组成的心形岛屿
格外引人注目。项目按照
“大绿、
大
水、
水系相通、
道路相连”
的思路，
由
点到面建设，
森林覆盖率大幅上升，
环境质量明显提升。
记者 贾成龙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尹娜）连日来, 区政协主席韩
远达带队到杭州道街、塘沽街督导创文工作。区
政协副主席姜立超、杨金星，区政协副主席兼秘
书长杨焕香，区政协办公室、区创文办、杭州道
街、塘沽街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韩远达带队先后来到杭州道街红晟菜市
场和洋货市场，对市场文明创建及规范经营、
环境整治等情况进行检查，要求相关部门开展
“拉网式”排查整治，严格日常管理，做好卫生保
洁、垃圾分类清运等工作，真正做到惠民利民。
在丽景胜和园小区和福苑居小区，督导组随机
检查楼道，与群众交流，了解他们对创文的需求
和期盼。
（下转第二版）

“童心大爱”从海边传到山里

第三代哈弗 H6 新区上市

日前，
泰达一小与张家川堡山小学学生相聚
“云端”
，
孩子
们沟通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情况，
加深彼此间的友谊。

滨海新区 3 人被评为
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日前，第三代哈弗 H6 华北区域上市发布会在滨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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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驾基地举办。第三代哈弗 H6 基于长城最新“柠檬”平台
版

开发，
该车上市将进一步推动新区汽车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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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
“海绵”
绘出新
“画卷”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天津市科协了解
到，近日，经过专家委员会评审，20 名科技工作
者被评为 2020 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其
中，
新区 3 人入选。
记者了解到，
全市各系统、各单位积极动员，
踊跃推荐了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优秀科技工作
者代表 110 名。经过专家委员会评审，20 名科技
工作者被评为 2020 年天津市
“最美科技工作者”
。
这些
“最美科技工作者”
来自全市各系统，
涵盖医药
卫生、
先进制造、
信息技术、
环保、
农业、
地质、
光电、
海洋、
科学普及等多个领域，
充分体现了天津市各
战线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业绩水平和突出贡献，体
现了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性。 （下转第二版）

■ 记者 王梓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尽量保留河湖水系等天
然调蓄空间，通过对故道河、静湖进行全面治理并开挖惠风溪，使得水系互相
联通，
形成区内主要的排涝水系和雨水调蓄空间。

生态城甘露溪公园
9 月 14 日-15 日，一场暴雨突袭滨海
新区，但中新天津生态城没有进入“看
海”模式，雨停路干，对交通和居民生活
几无影响。据了解，自 2016 年获批海绵

■ 生态城初步形成了“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雨水径流污染
控制体系：建设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植草沟等，在地块内部实现源头减排。
目前，生态城 22.8 平方公里的海绵城市试点片区中，已经形成了一批品质高、
有成效、
能复制、
可推广的精品项目，
让生态城市更加名副其实。
城市建设试点片区以来，生态城通过多
年的实践探索，
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海绵城市建设模式，
用
“海绵”
绘出了一
幅生态城市的新
“画卷”
。

“海绵城市”
融入居民生活
“一下雨，朋友圈里总有‘看海’的图
片或者视频，而在生态城，这些情景现在

都看不见。”家住锦庐园的李女士说，
“暴
雨不看海”
是让生态城居民十分自豪的一
件事情。5 年前，李女士一家搬到生态城
居住。如今，
她深切地感受到
“海绵城市”
已成为生态城居民生活中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生态城原来水资源严
重不足，年蒸发量远远大于年降雨量。
为了合理利用水资源，生态城初步形成
了“源头减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雨
水径流污染控制体系：建设雨水花园、下
凹式绿地、植草沟等，在地块内部实现源
头减排。
（下转第三版）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公布联系方式
根据安排，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 1 个月。
进驻期间（2020年8月30日－9月30日）
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22-23109095
专门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 A01226
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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