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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布局科创板
指选工银瑞信科创ETF

近期科创板重磅消息不断，科创

ETF获批，科创板正式迎来指数投资时

代。工银瑞信科创 50ETF（简称：科创

ETF，认购代码：588053，二级交易代码：

588050）将于9月22日正式启航，该基金

拟由赵栩担纲，有望为投资者“一键”参

与科创板行情提供优质高效的投资工

具。投资者可通过招商证券、国泰君安

证券、国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等各大

券商认购。作为全市场首批跟踪科创

板的ETF产品之一，工银科创ETF将以

不低于90%的基金资产净值投资于科创

50指数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紧密跟

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

差的最小化，力争实现与标的指数表现

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助力投资者动

态把握科创板投资机会。 广告

第三届保定市旅发大会
将于9月22日至23日举行
9月22-23日，以“展脱贫成果，促乡

村振兴”为主题的第三届保定市旅发大会

将在阜平县、唐县、曲阳县举办，共设有阜

平县骆驼湾顾家台乡村旅游示范村、晋察

冀边区革命纪念馆等13个观摩点。

本届旅发大会在三县召开，将充分

展现革命老区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的实践成果，推动脱贫

攻坚、美丽乡村、现代农业、山区综合开

发、乡村旅游取得更大发展。期间将举

行文旅推介、项目对接推进会、观摩等

重点活动，同时配套举办抖音大赛、美

食评选、文艺展演等十几项活动。 广告

智联招聘《2020年秋季大学生
就业报告》出炉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就业困

难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 月，仍有 26.3%的 2020 届毕业

生未解决就业问题。

目前，职业与专业的匹配度整体较

高，专业对口仍是市场供需匹配的主旋

律。其中，开发、制造、机械相关等技术

类岗位人才主要来源于工科类专业。

机械工程以 6851 元/月成为高薪之首。

除工科“硬核”人才外，工商管理（6370

元/月）、心理学（6156 元/月）与传播学

（5918元/月）也都成为各学科的高薪代

表。毕业生收入高低与其毕业院校的

等级形成强关联，清华大学以17682元/

月名列榜首，北京大学（15365 元/月）、

上海交通大学（11199元/月），毕业生现

平均月薪均超过万元。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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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举报人为滨海新区滨海湖小区居民，

滨海新区政府因黄港湿地生态区水

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需要，于

2020 年 8 月 22 日决定征收举报人房

屋。举报人认为滨海湖小区不影响

生态环境，与滨海湖小区同情况的绅

湖公馆就没有被通知征收，举报人认

为不符合中央“六稳”“六保”要求，浪

费资源违规征迁。区政府将黄港水

库的永久性生态用地，私自变更为

“黄港湿地”，工程立项不合法合规。

滨海新区塘沽地区胡家园郑庄子村

干部在周庄子村四道桥火燎洼挖坑

卖土，且占用四千余亩耕地建立搅拌

站，导致耕地无法种植。

滨海新区景运路的“天津大港油田运

输股份有限公司、鹏翔精细化工”：

1.“鹏翔精细化工”不具备存储销售危

化品的资格，长期用手工作坊式存储

销售使用“伊尔纯”配制的防冻液，天

津大港油田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港东

车场（未使用的办公主楼背后）西北

角通讯塔架旁小院内，现存十几吨的

“伊尔纯”危险化学品；

2. 非法存储倒卖劣质柴、汽油十余

年。利用罐车存储车辆在车场给公

司内部车辆加油、加气；

3.“浪里鲜”酒店中偷打水井，遇大雨

倒灌，井水被污染。

滨海新区北塘天池北路772号联发欣

悦学府36号楼底商“顺发烧烤”，商家

私自将油烟系统安装在居民楼楼下，

油烟异味污染严重。且商家自行找

检测机构监测，向环保部门提供油烟

排放合格的虚假证明。

滨海新区大港天津石化公司热电厂

东侧天津市石化兴港化工有限公司，

2003 年该公司在厂院内偷埋十几吨

对二乙基苯、化工废弃白土，污染土

壤环境。在该厂院任意一处挖地二

尺都可渗出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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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黄港湿地生态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项目是滨海新区政府贯彻落实绿色生态屏

障政策的需要。滨海湖小区92栋房屋127户被列入该项目征收范围内，房屋征收程序性

工作是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相关规定实施的，符合法定程序。“绅湖

公馆”不在已批复的黄港湿地生态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工程建设范围内，所以不涉及

征收问题。

2.2014年2月，市人大常委会印发《关于批准划定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的决定》的通知，我

市永久性保护生态区域分为六类，水库和湖泊区域是其中之一，包括黄港一库、二库，不存

在将黄港水库的永久性生态用地私自变更的情况。黄港湿地生态区水环境综合治理与修

复项目生成、策划、立项均依法依规进行。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针对火燎洼挖坑卖土问题。反映的于某某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一案，由原塘沽分局经

侦支队于2007年7月26日依法立案侦查，同年8月29日告破。于某某等伙同他人违反法

律规定，在未进行任何养殖活动的情况下，以鱼池清淤为名大量取土出售，造成农用地损

坏，并将售土款据为己有。

2.针对占用耕地建立搅拌站问题。目前该区域从事混凝土作业的企业7家，未占用耕地建设。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天津大港油田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储存的“伊尔纯”危险化学品实为防冻液（约15吨），为

公司自有车辆自用。天津市鹏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具有一般化学品生产、储存、销售的资

质。防冻液为乙二醇与水按比例勾兑完成，乙二醇属一般化学品，非危险化学品。该公司

存在未办理环保竣工验收手续擅自投产经营的环境违法行为，搅拌分装环节未设置废气

处理设施问题。

2.天津大港油田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西侧港东车场院内有4个集装箱，是作为划分区域间隔

使用的，集装箱内装有少量杂物，不存在用集装箱来存储汽柴油的现象，未发现利用罐车

给公司内部车辆加油情况。

天津大港油田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机关西侧港东车场北侧的小院内发现有一套天然气充装

设备，加气枪上面有防雨罩，且布满灰尘。自2015年7月起，为自有车辆加气，2017年3月

停用至今。现场检查未发现非法加油设备及加油的情况。

3.对该酒店内部及周边排查，未发现“浪里鲜”酒店偷打水井。先后2次采取切断供水，查

找其他供水源的方式，未发现有使用地下水的迹象。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顺发烧烤”私自在底商一楼的墙体上设置排烟口，且该排口朝向小区内侧，存在油烟异味

污染。该商户已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且提供了由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出

具的具有CMA印章的油烟检测报告，无提供虚假证明行为的情况。

经查，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2002年9月天津市石化兴港化工有限公司擅自将2至3吨使用过的涉及对二乙基苯的白土

进行填坑。其余使用过的白土经锅炉高温焚烧后随炉渣卖给砖厂制砖。

2020年7月，经使用铲车对举报地点进行了多处挖掘，挖掘深度约1米左右，均未发现渗油

和危险废物填埋情况。接到举报后执法人员再次对现场进行调查，未发现渗油和危险废

物填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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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下一步，加强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火燎洼挖坑卖土一案已由天津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于某某等人因犯非法

占用农用地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下一步，滨海新区将加强日常巡查，确保耕

地安全。

1.对天津市鹏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未验先

投的环境违法行为，涉挥发性有机物环节

未按规定设置废气处理设施的环境违法行

为，立案处理，预计2020年12月15日之前

做出处罚决定。要求天津市鹏翔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立即将储存的防冻液清理，并做

好储罐清理工作。该公司已将生产原料、

半成品及成品全部清理完毕。

2. 责令将天然气压缩装置的管线、气柱拆

除并切断电源，现已整改完成。

3.下一步，加强监管，发现问题依法处理。

针对该餐馆私设排烟口问题，责令该商户

立即进行整改，目前排烟口已封堵，该餐馆

已自行停业，准备转让。

下一步，加强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滨海新区已于2017年8月对于该单位擅自掩

埋废白土的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处罚款

10万元。该公司对填埋地块进行挖掘，将挖

掘出的废土进行了打包封存，运至指定处理

地由合佳威立雅公司进行了专业化处置。下

一步，滨海新区将继续加大对地块土壤环境

的主体责任监管，加强各项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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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获悉，截

至2020年9月14日12时，天津收到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

件15批共计1000件。现将第七批信访举

报问题办理情况向社会公开。

据 了 解 ，第 七 批 涉 及 滨 海 新 区 5

件，包含土壤、大气、生态、水等方面，

目 前 4 件 已 办 结 ，1 件 阶 段 办 结 。 目

前滨海新区各部门、开发区和街镇积

极行动，重点强化信访件处置工作，

梳理重点问题和点位，强力推进问题

整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7批）滨海新区

9 月 15 日，由京津冀科研院所联

盟、京津冀技术转移协同创新联盟等

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共同发起

成立的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在新

区正式揭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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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促资源交融
据了解，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

成立后将制定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

流通和高新技术企业联动的政策，开

拓三地统一技术市场，使新技术、新产

品能在三地间顺畅流通，促进技术跨

区域流动加速，在互惠共赢的基础上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区域成果

互联转化、技术转移、区域合作、促进

共同发展。

据天津市科技创新中心创新规划部

部长张友轩介绍，联盟成立后，将围绕京

津冀三地的科技创新资源，重点挖掘北

京中关村和高校院所的信创产业和生物

医药产业的高新技术，与滨海新区企业

开展合作交流，同时，还会持续征集新区

企业的技术需求，利用联盟的资源网找

到科研院所的专家组，来帮助企业精准

地解决技术难题。此外，联盟还将开展

人才方面的合作，通过开展技术转移，建

立人才培养基地，为新区培养更多专业

的技术转移人才。

推动协同创新
市科技局科技成果与技术市场处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市与北京大

学合作建立了北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研究院，累计获得知识产权80余项，形成

了多项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科技产品，

其中“燕云”云管理器获得国家技术发明

一等奖，孵化了以云圣智能为代表的一批

高科技企业。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了清

华天津电子研究院，先后建成综合检测中

心、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高端光电子芯

片创新中心，已聚集各类人才240人，收

集储备项目超过 100 个。与中科院共建

了中科智能识别研究院，已为100多家企

业提供技术服务，吸引各方社会融资2.2

亿元，其中银河水滴估值达10亿元。

滨海新区科技局副局长白玉表示，此

次京津冀成果转化联盟的组建，将进一步

增进京津冀地区各类创新资源的融合交

流，推动协同创新、结成牢固联盟，为更多

科技企业、科研院所和科技服务机构了解

天津、了解滨海新区，支持天津、特别是滨

海新区的建设，深化合作创造了有利条

件，对滨海新区聚集高水平科技创新资

源，提升协同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和产业化，构建现代高端产业体系

具有重要意义。新区科技局希望以此次

联盟成立大会为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加

速优质科技、人才、产业资源向新区聚集，

为今后实现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在新区成立

助力新区加快构建现代高端产业体系
■ 记者 牛婧文 报道

◎重点挖掘北京中关村
和高校院所的信创产业
和生物医药产业高新技
术，与新区企业开展合
作交流

◎持续征集新区企业
技术需求，利用联盟的
资源网找到科研院所
的专家组，帮企业精准
解决技术难题

◎开展人才方面的合
作，通过开展技术转
移，建立人才培养基
地，为新区培养更多专
业的技术转移人才

京津冀科技成果转化联盟

时报讯（记者 战旗 朱绍祥）近日，记

者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获悉，联想（天

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联想融担”）

已通过天津市金融监管部门审批，注册落

户保税区，这标志着联想金融顺利获得融

资担保业务牌照，成为保税区第6家获得

该业务牌照的企业。

据了解，联想金融是由联想集团创立

的金融科技企业，于2016年9月正式运营，

主营业务为供应链金融服务、金融科技输

出等。自 2017 年联想集团与保税区签订

合作协议以来，联想金融在资产管理、融资

租赁、商业保理、贸易公司等供应链金融领

域已陆续设立、引进近十个项目，累计投资

额近10亿元。今年8月，联想金融与天津

港保税区签署金融合作领域投资合作协

议，9月融资担保业务牌照落地，为联想金

融未来在保税区完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

拓展金融业务具有重要意义。

联想金融相关负责人表示，联想金融将

继续深化与保税区的战略合作，借助保税区

独特优势，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日前，第三代哈弗H6华北区域上市发布会在天

津滨海新区试驾基地举办。同时，现场还举办了道

路试驾与场地试驾活动。

第三代哈弗 H6 基于长城最新“柠檬”平台开

发，该平台是长城汽车投入超200亿元、历时5年

研发的面向全球市场的智能化、模块化车型平台，

是中国自研的首个全球化智能整车平台。

截至目前，新区共有一汽丰田、一汽-大众、长城

汽车等5家汽车整车龙头企业。长城汽车天津工厂

便是哈弗H6的主要诞生地。此次第三代哈弗H6

正式上市，将进一步推动新区汽车产业提质升级。

文/记者 王梓 图/记者 贾成龙

新区上新区上市市

“联想融担”落户保税区
完善供应链金融生态圈

基于中国自研首个全球化智能整车平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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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为了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在

河湖水系方面，生态城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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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效应

对大到暴雨，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生态城还在

试点片区内完整保留了湿地和水系，预留出鸟

类栖息地，通过水生态修复和土壤改良，设置

多处亲水活动空间，打造城市户外休闲体系。

不仅如此，为了让“海绵城市”深植居民心

中，“海绵城市进课堂”活动不定期在生态城上

演。在海绵城市专家的讲解下，学生们深入生

态城的小区、马路、公园、湖边，开启了一场寓

教于乐的海绵城市之旅。“藏“在身边的海绵设

施不仅拉近了学生们与海绵城市之间的距离，

也强化了他们保护水资源和节约用水的意识。

海绵城市建成一批能复制可推广项目
随着探索实践的推进，生态城海绵城市建

设也在不断深化。据生态城建设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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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城甘露溪公园是公园绿地类海绵城

市建设项目的代表之一。夏季，很多生态城居

民都到这里赏花消暑，是重要的生态廊道和城

市公园。此外，美锦园、公屋二期、低碳体验中

心、第一社区公园等一批样板项目也在区域内

不断发挥“海绵”作用。通过样板项目建设，生

态城摸索出了一定的经验，按照居住小区、公

共建筑、公园绿地、工业地块等不同类型项目，

分别梳理和总结了能够适宜本地情况的海绵

城市建设方法，并以试点片区为核心，在全域

150平方公里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与智慧城市的融合也将成为生

态城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据了解，借助公用事

业运营维护中心的大数据平台，生态城在现有

监测设施的基础上，适当增设各类海绵城市项

目监测设施，并通过对数据的整合分析，建立

起了海绵城市监测管理平台。下一步，生态城

也将持续深入地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向海绵城

市示范区域不断迈进，为全面贯彻海绵城市建

设理念，提供一整套可复制、能推广的生态城

经验。

生态城：“海绵”绘出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