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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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4批）滨海新区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获悉，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组进驻期间，天津市收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34批共计2916件，已全部向各

区、各有关单位转办。现将第33、34批信访举报问题办

理情况向社会公开。第33、34批涉及滨海新区1件，目

前已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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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滨海新区建材路金海花园小区北门外，洞庭

路延长线有大量废弃的汽柴油、机油洒落路

面，人行道上散落丢弃废旧轮胎。

2.金海花园6号楼南侧，堆放大量生活垃圾，有

居民在此烧塑料电缆、电线，周围环境恶劣。

污染

类型

土壤

大气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情况部分属实。

1.反映点位两侧道路工程机械车主在维修机械过程中不慎将

汽柴油、机油洒落路面未及时清理。人行道上散落丢弃的废旧

轮胎，为车主未及时将换下的旧轮胎运走。

2.反映的点位为金海花园小区居民废品的临时存放点。经调

查走访，未发现周围有烧塑料电缆、电线的痕迹。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1.路面油渍已冲洗干净，废旧轮胎已全部运走，并告知道

路两侧的其他机械车主不得在此道路上维修机械。

2.已对堆放的废品进行清理。要求金海花园小区居委会

以及物业加强巡查，如发现烧塑料电缆、电线的现象，及时

制止并处理。

是否

办结

已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琪龙自动售货机经营

中心，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1200160288903，特此声明作废。

工银瑞信权益投资彰显实力
公募基金前三季度投资成绩单出炉。

作为银行系旗舰基金公司，工银瑞信提交

了一份亮眼的业绩答卷。根据海通证券业

绩排行榜，今年以来工银瑞信旗下主动权

益类基金以 47.06%的平均回报居行业前

十，在权益类规模前15的大型基金公司中

居首位；同时，在全市场主动管理型基金业

绩前20强中，工银瑞信独占4席，旗下多达

25只主动权益基金收益超50%，数量为全

行业第二。全面领先的成绩，凸显了工银

瑞信不断完善的多元投资格局及全面优胜

的投资管理能力。工银瑞信建立了 15 个

投资能力中心和4大研究板块，形成涵盖

宏观、策略、各个产业等不同研究领域，持

续夯实业绩长期增长的坚实基础。 广告

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焊接钢管、热浸镀锌盘扣脚手架、爬架加工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部令第4号）、《河北省环境保护公众参

与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唐山友发新

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焊接钢管、热浸镀

锌盘扣脚手架、爬架加工项目”的有关事

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

有限公司焊接钢管、热浸镀锌盘扣脚手

架、爬架加工项目

项目选址：河北丰南经济开发区临

港经济园

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分三期建设，一

期工程主要建设焊接圆管生产线11条、

脚手架加工生产线12条、脚手架热浸镀

锌生产线13条，配套建设废酸焙烧处理

系统1套、锌渣回收再利用系统1套、布

袋除尘灰和锌渣制取氯化锌再利用系统

1套及其他公辅设施等，一期工程年产焊

接圆管 180 万 t、镀锌脚手架 100 万 t；二

期工程主要建设脚手架加工生产线 12

条、脚手架热浸镀锌生产线13条，配套建

设废酸焙烧处理系统1套等，二期工程年

产镀锌脚手架100万 t；三期工程主要建

设焊接方矩管生产线10条、焊接圆管生

产线8条、热浸镀锌管生产线8条，配套建

设包带静电喷涂设备1套等，三期工程年

产焊管270万t、热镀锌管90万t、爬架18

万t。三期工程全部实施后年产焊接圆管

300万t、镀锌脚手架200万t、爬架18万t、

焊接方矩管150万t、热镀锌管90万t。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河北丰南经济开发区临

港经济园

联系人：付立武

联系电话：15533155988

电子邮件：2540637527@qq.com

三、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获
取途径及查阅方法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征求意见稿）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eY31Yu0wvfEfiTULWZXp7g

提取码: cj8g

纸质报告书查阅方式：公众可向建

设单位索要纸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索要方式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期限为2020年10月9日至2020年10月

21日，共10个工作日。

四、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公众范围：项目厂址周边 5km 范围

内公民、法人、其它组织。

五、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获取链接：https://pan.

baidu.com/s/1j70UdpwlviqMR1FFzanu-

A 提取码: 28xn

公众意见表提交方式及途径：个人和

单位可在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0 年 10

月21日（共10个工作日）通过信函、电子

邮件或者其他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意见。

唐山友发新型建筑器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时报讯（记者 李韦江）近日，新区配电网

供电质量提升专项工程启动部署会在太平镇

政府召开。此次会议既是配电网供电质量提

升工程启动会，也是打击整治窃电犯罪百日

行动总结推动会。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

记孙建华出席并向施工队伍代表授旗。区委

政法委、区公安局、区工信局，滨海供电公司、

16个街镇、43个行政村相关负责人参加。

孙建华对行动取得的显著成效予以肯

定，并指出要充分认识配电网改造工程对支

持服务新区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平安滨海

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要切实增强保障服

务工程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压实属地属

事责任，全力服务和保障配电网改造工程顺

利推进，力求宣传到位、协调保障到位、打击

防控到位、矛盾化解到位、行业监管到位、文

明施工到位。要进一步牢固树立法治理念、

法治思维，做到工作专班不能撤、工作机制不

能变、打击力度不能减、社会氛围不能冷，建

立起打击窃电犯罪长效机制。

新区召开配电网供电质量提
升专项工程启动部署会

建立打击窃电犯罪长效机制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近日，运柜宝物流有

限公司正式获批网络货运经营资质，位于东疆商

务中心的“全国网络货运中心”同步投用。未来，

企业将充分利用东疆港口优势，打造特色集装箱

网络货运平台，推动集卡行业全面转型发展。

此次“全国网络货运中心”的设立，标志

着运柜宝将把集装箱拖卡数字化服务标准播

种到网络货运的土地上，结合我国全球最大

的集装箱公路运输市场，推动集卡行业全面

进入转型发展期。在运力智能化协同的基础

上，有效提高集卡车运载率、降低行业拖车成

本、提升行业标准化程度。其间，东疆结合各

类物流企业齐聚和网络货运产业聚集的优

势，全力支持运柜宝在东疆开展网络货运平

台建设运营。

运柜宝“全国网络货运中心”落户东疆

推动集卡行业全面转型发展
抗击疫情彰显新区力量

宣讲报告会上，6 位宣讲人深情讲

述，将自己或所在集体抗击新冠肺炎

疫 情 的 英 雄 事 迹 和 亲 身 感 受 娓 娓 道

来，现场观众无不动容，雷鸣般的掌声

此起彼伏。

“在党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我责无

旁贷，必须上！”作为本市第九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领队，大港中医医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邓为民讲述了支援湖北医疗队

员夜以继日奋战在湖北抗疫斗争第一线

的故事。邓为民回忆说，今年3月16日是

他终生难忘的日子，他带领首批13名队

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当大家举起右

手、宣读誓言时，激动的泪水浸润了每一

个人的眼眶。

随后大屏幕上播放的短片，清晰记

录了“歌诗达赛琳娜”号登船处置工作

组“与时间赛跑、与病毒较量”的故事。

宣讲人新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副主

任程印波说，2020 年除夕夜，“歌诗达赛

琳娜”号邮轮先后 15 人出现发热症状。

新区立即组织专家、医务工作者凌晨 5

点乘驳船赶到锚地，登船采样，开展流

调。随后，17 份检测样本以最快速度被

送达天津市疾控中心，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离船的 3706 人危险解除。“此时，

距离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挥部接到消息只有 24 小时。这场考验

天津担当、天津作为的战役完胜！”程印

波生动还原了这场海上战“疫”的惊心

动魄。

这场战“疫”中，一群最平凡却最英

勇的“红马甲”也战斗在抗击疫情第一

线，他们就是志愿者。“虽然我已经退休，

但从事志愿服务工作，让我的这份初心

跳动得更加强劲。”寨上街志愿者张月萍

讲述了和身边的志愿者们一起坚守在社

区的故事。从防控、宣传，到规范复工、

守护复课，哪里都有志愿者的身影。

抗击疫情，责任在肩。宣讲人滨海

新区公安局纬九路派出所教导员王志爽

讲述了新区公安局凝聚警心、鼓舞士

气，向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种违法犯罪亮

剑出拳的故事，“公安民警与使命同在，

负重就是前行。没有生而英勇，只有选

择无畏。”

用生命书写初心和使命

疫情来袭，在新区大港老干部活动

中心工作的韩艺超主动申请参与社区值

勤，恪尽职守。在连续坚守社区防控一

线100多个日夜后，今年6月1日他因病

不幸去世，年仅38岁。“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岗位。”宣讲

人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宋晓磊讲述了这

位80后平凡英雄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把生命定格在抗疫一线的，还有滨

海新区政协原副主席，区应急管理局原

党组书记、局长单玉厚。宣讲人区人大

新港街工委办公室工作人员袁程程用真

挚的语言生动诠释了单玉厚的忠诚和奉

献。单玉厚曾说过：“防疫就是要与时间

赛跑。”他把自己高负荷运转起来，一刻

不停歇，早已忘记自己已经58岁，并且心

脏还搭过桥。

报告会上，英雄的崇高精神深深地

感染和鼓舞着每一个人，现场不时响起

热烈的掌声。

宣讲报告会中英雄的故事，让大家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聆听完报告会的现

场观众纷纷表示，今天报告会上新区抗

击疫情幕后的故事令人震撼，催人奋

进。同时，鼓舞着每一个人以抗疫英雄

为榜样，以更加奋发的姿态、更加昂扬的

斗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新区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新征程上，抗疫英雄正奋勇前进。

“这次宣讲活动使我更加坚定信心，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继续秉持医护人员‘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职业精神，继续践行‘大医精诚、医者仁

心’的使命担当，为新区人民的健康保驾

护航。”邓为民表示。

“抗疫故事·滨海担当”宣讲报告会在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举行

还原新区战“疫”中感人瞬间
■ 记者 张广艳 报道 贾成龙 摄影

袁程程讲述单玉厚感人事迹袁程程讲述单玉厚感人事迹

昨日，“抗疫故事·滨海担当”宣
讲报告会在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举
行，邓为民、程印波、张月萍等6名宣
讲人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一个个真
实的抗疫故事，还原了滨海新区整
个抗疫时间轴线上的感人片段，深
刻诠释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
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
大抗疫精神。本次报告会旨在通过
学习宣讲“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单玉厚、“天津市最美抗
疫人物”之“最美逆行者”邓为民等
“城市英雄”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多角度宣传展示全区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努力实现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
赢”的生动场景，进一步激发全区人
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勠力
同心、锐意进取的磅礴力量。

邓为民讲述支援湖北一线的故事邓为民讲述支援湖北一线的故事

少先队员向先进典型及家属献花少先队员向先进典型及家属献花

（上接第一版）截至今年8月底，东疆片区

累计完成1641架飞机租赁业务，完成34

座海工平台租赁、处置业务，这里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中心。

天津自贸区多措并举推进贸易自由

化便利化，最大限度便利企业。依托区

块链技术实现海关监管模式创新，目前

天津自贸区已在海运冻肉、平行进口汽

车、空运快件等领域广泛实施，有效提高

监管效能、缩短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

本，构造良好营商环境。同时，探索“以

企业为单元，精准防控风险，货物进出顺

畅，区内企业自由”的海关特殊区域区块

链监管新模式，推动实施“隐形监管、无

感通关”。创新“保税货物+租赁贸易”的

进口保税设备租赁业务新模式，实现全

国首单发动机租赁异地监管业务，率先

打通国内首个海工船舶“外轮国用”创新

路径。开创“委外加工”保税维修等创新

模式，推动扩大保税研发政策受益面。

在全国率先实施航空保税维修形式申

报，减少企业调机时间及成本，制定规范

和指导企业适用保税维修再制造政策的

若干意见，目前本市保税维修业务已涵

盖航空、船舶、海工装备、通信设备等多

个领域。

位于天津自贸区天津机场片区的天

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就是其中的受

益者。天津海特获批在天津自贸试验区

开展境内外航空保税维修和再制造业

务。“相关政策的实施，助力企业开展国

际业务。”天津海特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说，目前境外飞机从国内其他

MRO来天津海特执行维修改装业务，可

以不再额外调机至境外，可采用形式申

报只做形式进出口，节省调机时间以及

通关时间，也为客户节省调机成本。

融入国际贸易产业链
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

在加强新兴产业引育的同时，天津

自贸区深度融入国际贸易产业链，打造

“一带一路”黄金支点。积极打造“京津

冀+一带一路”海外工程出口基地，中车

长客天津公司启动运营，中国铁路物资

集团开展离岸贸易等创新业务，中绿能

综合能源服务等项目主体落地。发挥面

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走出

去”综合服务中心作用，为企业对外投资

提供投资备案、跨境金融、国际贸易、会

计审计、国际法律、国别咨询等综合服

务。加快建设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

作区，实际投资额超10亿美元。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天津自贸

区持续注入发展新活力。目前，天津自

贸区加强与北京、河北的创新互动，积极

从北京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中汲取

经验，与河北自贸试验区签署落实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加速承接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华电集团、中国联通等一批央企

项目落地。

与此同时，一大批试点经验和实践

案例正在天津自贸区这片“试验田”中生

根发芽，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累累硕

果。截至目前，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 37

项试点经验和实践案例，向全市和相关

区域复制推广230项经验案例，发布71个

金融创新案例，178项创新成果在京冀推

广实施。

天津自贸区：念好“创”字诀 打造“新”高地

（上接第一版）宣讲员宋晓磊深情讲述了

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大港老干部活动中心干

部韩艺超连续坚守社区防控一线100多个日夜，

勇挑重担不畏难，任劳任怨不言累，直至生命最

后时刻仍然不忘践行初心使命的感人事迹。

宣讲员王志爽讲述了在这个疫情肆虐的

春天，滨海新区公安局刑侦支队六大队民警

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同时，重点打击涉疫

情违法犯罪的生动故事。他们用实际行动筑

起了抗击疫情的钢铁长城，让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光荣使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宣讲员袁程程动情讲述了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

好人，区政协原副主席，区应急管理局原党组

书记、局长单玉厚恪尽职守、不畏艰辛、倾尽

心力、冲锋在前，直至生命最后一刻，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的感人事迹。

单玉厚临危受命，担任滨海新区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物资调配保障组副指挥长，加班加点、日

夜操劳、殚精竭虑，多方筹集防疫物资，认真做好

接收发放工作，及时保障防疫一线需求。他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亲耕安全生产“责任田”，积极协

调企业复工复产并给予有力指导和帮助，做到疫

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手抓、两手硬。

一个个生动感人、可歌可泣的故事深深地感

染了全场听众。现场许多听众眼眶湿润，心情激

动。大家一致表示，要认真向英雄模范学习，以

伟大抗疫精神为动力，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把抗疫斗争中激发出来的顽强不屈意志和

坚忍不拔毅力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势能，为实

现新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区长、

区政协副主席，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区军事部部长，区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干部群众及学生代表200人参加报告会。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