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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雨潼食品部，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2120116MA06DUCX1A，遗失营业执照正、副
本，特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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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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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70Udp -

wlviqMR1FFzan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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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级转型协同投资范围升级
兴全合润持有人大会投票火热进行中
作为兴证全球基金（原“兴全基金”）旗下的一只分级基金，

兴全合润目前也处于持有人投票进程中。广大兴全合润的持

有人可以通过H5、微信及支付宝小程序、寄送书面表决票等方

式参与，整个投票周期将从9月30日持续到10月30日。

据了解，为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兴全合润的支持，此次兴

证全球基金还推出了参与持有人大会投票，就有机会分享

30 万红包的回馈活动，广大兴全合润持有人可以根据公告

指引积极参与投票。 广告

减资
公告

天津开发区九洲房屋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201161031059723），经股东会决定，注册
资金由壹仟伍佰万元人民币减至伍佰万元人民币,请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我公司申请债
权，特此公告。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10 月

15日，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生

态滨海”主题新闻发布会。区委

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马波出席

并介绍滨海新区关于盐碱地生态

绿化的探索实践、显著效益和发

展方向，生态城管委会、区城管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情况，中央

主要驻津媒体及所属网络媒体、

境外驻津媒体及本市主要媒体记

者参加。

发布会从深耕盐滩绿化实践、

突破“绿色植物生长禁区”，释放生

态效益、激活“二次创业”内生动

力，坚定绿色发展方向、绘出高质

量发展底色等方面介绍了滨海新

区打造生态滨海的举措成效。

据了解，滨海新区坚持以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在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下，推动“生态城市

升级版”和“智慧城市创新版”双轮

驱动发展，通过创新技术引领，积

极探索具有新区特色的绿色发展

道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生态保障。下一步，滨海新区

将继续把绿色作为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

布局，坚持解放思想、科技创新，加

快建设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

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

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办“生态滨海”主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滨海新区生态建设举措成效

时报讯（记者 孔一权 张鹏）

10 月 15 日，滨海新区召开国家卫

生区复审工作推动会，副区长梁春

早出席并讲话。国卫复审分指挥部

办公室相关工作负责同志和区爱

卫会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及相

关工作人员参会。

梁春早指出，当前，国家卫生

区复审工作已经到了关键节点，

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迅

速行动。对于诸多薄弱环节，比

如垃圾桶的管理、流动食品摊点

管理、老旧小区和城乡接合部管

理、农贸市场管理、废品收购站治

理等工作，要举一反三，分类排查，

逐项整改。

梁春早强调，巩固“国家卫生

区”成果是发展之需、民生之要。

全区各单位要立即行动，全面发

动，全民动员，严格对照复审标准，

认真查漏补缺。要完善长效常态

机制，形成权责一致、运转高效、精

细到位的管理长效机制，让群众从

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中获益。

新区召开国家卫生区复审工作推动会

巩固创卫成果 完善长效常态机制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20年10月1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刘大海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环境保护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李文琳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副主任职务；

免去李芬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

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
决定免职名单

（2020年10月1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赵永强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20年10月1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任命尹晓峰为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任命孙家旺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

任命张军武为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免去张忠东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免去郎东的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

免去王学森的天津市滨海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任职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免职名单
（2020年10月14日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

免去王铭惠的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大绿野趣、郁郁葱葱、鸟语花

香、生机盎然，这样的生态美景，如

今已经成为滨海新区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底色，成为展现新区新

形象的亮色。记者从昨日举行的

“生态滨海”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多年来，新区通过持之以恒

的科技创新和积极探索，深耕盐滩

绿化实践，破解了盐滩绿化这一世

界难题。截至2019年底，全区实有

树木 5690.8 万株，绿化覆盖面积

16073.2 公 顷 ，公 园 绿 地 面 积

3838.21 公顷，预计 2020 年底提前

完成三年造林计划1.72万亩。

深耕盐滩绿化
创造生态奇迹

滨海新区陆域面积 2270 平方

公里，各类盐碱地面积达到1958.9

平方公里，约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的

86.3％，其中重度盐碱化的土壤占

陆地区域的 53.5％，曾被称为“绿

色植物生长的禁区”。

1984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在盐碱荒滩上起步建设，滨海新区

自此开始了盐滩生态绿化建设的

探索研究工作，经过三十多年的不

懈努力与反复实践，已彻底破解了

盐滩绿化这一世界难题，创建了以

暗管排盐工程技术、原生盐土/吹

填土（海泥）快速直接改良绿化技

术和绿地植物生长调控技术三大

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先进、经济合

理、可复制、可推广的盐滩绿化技

术体系。“如今新区盐滩绿化技术

体系已成为我国北方沿海地区生

态绿化支撑性的技术体系。无论

在天津滨海新区，还是辽宁大连、

营口，河北曹妃甸，山东东营，江苏

连云港、盐城、南通等重盐碱地区，

都得到大面积推广使用，有力促进

了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

展。”区城市管理委员会总工程师

黄如兴介绍说。

通过持之以恒的科技创新和

积极探索，新区实现了生态绿化从

无到有的生态奇迹，绿水、绿廊、绿

地、绿谷、绿岛次第铺开。截至

2019年底，全区实有树木5690.8万

株，绿化覆盖面积16073.2公顷，其

中建成区绿化覆盖面积 14519.03

公顷、绿化覆盖率39.17％；公园绿

地面积 3838.21 公顷，其中建成区

公园绿地面积 3419.28 公顷、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11.4平方米。

中新天津生态城所在的区域，

曾经是一片盐碱荒滩，如今这里已

建成城市公园27座、面积约658公

顷，社区公园 8 座、面积约 24.7 公

顷，累计绿化面积近900公顷，建成

区绿地率达到50%。记者了解到，

启动建设12年来，生态城在生态保

护和环境治理领域持续探索，持续

改良利用盐碱地，，将盐碱荒滩改

造为绿色发展的沃土，达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谐统

一。“12年来，中新天津生态城在盐

碱地治理和绿化景观建设上不断

改进创新，实现城在景中、城景相

融，打造出一座花园中的城市，让

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中新天

津生态城建设局局长孙晓峰介绍

说，未来，中新天津生态城将加快

实施“生态城市升级版”和“智慧城

市创新版”双轮驱动发展战略，持

续推进城市环境生态化，努力打造

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合作美丽滨

海之城。

释放生态效益
激活“二次创业”内生动力

滨海新区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实现了从“绿起来”到“美起来”的

转变、从“体量”建设到“精致”修饰

的转变、从“以点带面”到“共建共

享”的转变，促进了城市社会效益

和“软实力”双提升，激活了“二次

创业”的内生动力。

新区依托生态绿化技术体系

应用，成功打造了泰丰公园、遗鸥

公园、东堤公园及正在建设中的绿

色生态屏障等重大生态项目。如

今，无论是泰丰公园、泰达植物资

源库，还是生态谷公园等，都已经

成为新区乃至全市百姓赏景、休

闲、游玩的“网红打卡地”。

新区把良好的城市环境作为

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宜居

宜业的生态环境吸引优质企业、创

新团队、高端项目，推动产业升级，

激发区域经济活力。

据介绍，下一步，新区将坚持

解放思想、科技创新，持续探索重

盐碱地快速、低成本原土高效绿

化技术和盐碱土壤低成本改良技

术，研究重盐碱地区水生态、污染

土壤复合修复技术并在绿色生态

屏障建设中推广应用，进一步提升

城市景观绿化品质；在中新天津生

态城设立成果展示区，塑造绿色发

展新样板。同时，依托滨海新区生

态绿化技术成果，为我国西部盐碱

地的开发治理提供技术支撑，借

鉴泰达苏伊士合作区的成功经

验，服务“一带一路”国家生态绿

化建设。

实现生态绿化从无到有、从“绿起来”到“美起来”的转变

滨海新区绘就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 记者 路熙娜 报道

推动“四链”深入融合 促进七要素高效联动 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

（上接第一版）打造新环境，牢固树

立“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理念，

坚持项目为王，把服务好现有企业

作为最大的招商引资，对企业需求

只说Yes不说No，以一流的国际化

营商环境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让

企业在新区专心发展、专注创新。

这些都为智慧城市产业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提供了广阔空间。希

望天津智慧城市产业（人才）联盟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智慧城市建设和科技创新的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推进创

新链、人才链、产业链、金融链“四

链”深度融合，促进政、产、学、研、

用、金、服七要素高效联动，努力在

新区出标准、出模式、出经验，真正

打造成为引领全国智慧城市建设

的一流产业联盟。

成立大会前，中新天津生态城

与脚印兄弟（北京）信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天津磐茂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智弧科技（天津）

有限公司、上海爱数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

据了解，天津智慧城市产业

（人才）联盟首批吸纳智慧城市产

业行业龙头企业 78 家，涵盖了天

津、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多个省

市地区的智慧城市领域知名企业

及高校科研院所。联盟将以产引

人，以人促产，搭建智慧城市产业

人才创新创业、培养培育、交流合

作平台，打造智慧城市产业技术创

新生态，引领和驱动城市创新发展

的新路径，挖掘优质的企业资源，

积极推动智慧城市产业与人才集

聚发展。

区领导张弢、赵前苗，中新天

津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国良参加。

（上接第一版）听取审议了区政府关

于提请审议调整滨海新区2019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报

告的议案；听取审议了区政府关于

新区2020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及“十四五”规

划编制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审议

了区政府关于企业国有资产、金融

企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审议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综合报告；听取审议了区

政府关于医疗保障工作情况的报告；

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城市管理工作情

况的报告；听取了区法院、区检察院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

会议还听取了区政府关于区

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及闭会期间代

表建议办理情况，并开展专题询

问。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从疫

情防控、垃圾分类、安全生产、交通

出行、物业管理和学前教育等方面

提出了多个问题，政府有关部门负

责人到会应询。询问结束后，贾堤

代表区政府作了表态发言。

许红星作总结讲话，他充分肯

定了区政府及各承办部门在代表建

议办理工作上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

成绩，并就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提出要

求。他指出，一要深刻认识开展专题

询问工作的重要性，做到真监督、真

支持，不断促进政府各项工作开展，

切实提高全区人民的幸福感、获得

感；二要做到代表建议提出和办理

质量“双提升”，不断提升代表意见

建议提出质量，不断提升区政府及

各承办部门办理质量，推动新区社

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三要抓好专

题询问后的整改督办工作，各承办

单位要做好答复后的解决落实工

作，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尽快找到解

决问题的途径办法，早实施、早解决，

严格在代表建议解决率上下功夫，区

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要抓好跟踪问

效，真正做到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努

力开创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新局面。

会议还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

今年以来常委会任命的同志进行

了宪法宣誓。

区三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

（上接第一版）并叮嘱他们再接再

厉，加强管理，健全长效机制，防止

反弹，用他们的辛勤工作让百姓切

实感受到创文的意义，让群众共享

创文成果。韩远达随机和居民交

流，征求他们对创文工作的意见，

要求街道想群众所想，根据百姓的

需求，推广共建共享绿地等好经验

好做法，发动群众共同缔造美丽和

谐家园。针对居民反映的晾衣处

少的问题，韩远达叮嘱社区工作人

员要因地制宜，解决百姓实际困

难，赢得群众的支持和参与。

在和睦园小区和和美苑小区，

韩远达得知社区志愿者活动开展

得很好，他很高兴，鼓励社区多组

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分发挥老党

员和志愿者的带头作用，形成全民

动员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

面。在和美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韩远达主持召开座谈会，对大沽街

的文明创建活动给予肯定，要求加

强基础工作，完善城市管理，同时

加强经常性的社会宣传发动，提升

市民文明素质，不断巩固和提高创

建水平，为滨海新区高质量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在新北街晓镇家园，看到楼道

比较整洁，无堆物，小区小广告治

理得不错，韩远达要求社区干部和

物业管理人员要加强管理巡查，对

小广告随发现随清理，保持来之不

易的创文成果。还叮嘱他们管理

规划好小区绿地，为居民创造干净

整洁有序美丽的社区环境，让群众

切实享受创文成果。同时还到社

区文明实践广场了解创文情况，对

发现的地面油渍污渍问题，要求及

时清理洗刷，保持社区干净整洁。

在贻正嘉合小区，韩远达询问

了解群众对创文的满意度。了解

到小区过去垃圾较多、加装地锁、

车辆乱停乱放等现象通过创文有

了很大改善，韩远达表示满意，对

街道社区干部和物业管理人员的

辛勤工作表示赞赏，鼓励他们再接

再厉，保持长效机制，巩固创文成

果，让老百姓的生活更美好。

在津湖湾小区，韩远达在详细

了解物业管理情况后说，要把社区

干部、物业人员、小区楼门长、志愿

者等方方面面的力量都发动起来，

形成合力，加强日常管理，把各种

反弹的乱象消灭在萌芽状态，让创

文成果更好地显现出来，赢得老百

姓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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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

相关负责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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