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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3 月 28

日，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近日，多隆

（天津）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

隆公司”）通过挂牌方式摘得津滨开（挂）

G2020-11 号地块，土地总面积 102377.9

平方米。多隆公司将在该地块打造绿色

节能的智慧物流基地，建成后将推进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在天津经开区乃至滨海

新区的优化升级，为经开区区域内企业提

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据悉，津滨开（挂）G2020-11 号地块

位于天津经开区现代产业区庐山路以西、

栖霞东街以南，土地用途为仓储用地。

（下转第三版）

从资本对接会到资本力评估培训、

再到混沌大学思维升级的专场活动与

辅导为主的路演体系……位于滨海高

新区的天津科技金融中心，几乎每两天

就会组织一场高质量的科技金融相关

活动，帮助企业面对面对接资本、平台

与服务机构。近期，天津科技金融中心

积极打造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升级版”，

通过推动企业思维升级与金融服务模

式创新，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对

接服务，全面提升新区企业资本力，推

动企业登陆多层次资本市场。截至目

前，该中心在企业服务方面已累计走访

超过 500 家，平台共计举办各类活动

540场。

直面企业需求
提供一对一服务

3月18日，天津科技金融中心主任，

天津市创业投资协会秘书长，北洋海棠

基金发起合伙人、总经理何勇军走进天

津鲲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了解到企

业对于股权融资的迫切需求后，第一时

间开展资本力提升一对一服务，并帮助

企业对接到了投资机构深创投与天雨满

盈。天津科技金融中心高效的科技金融

服务与精准资源对接，让鲲飞环保创始

人许锦路喜出望外。

记者了解到，近期，天津科技金融中

心一直大力开展服务创新，并在科技金

融服务体系当中进行延展，为优质企业

提供深度的科技金融赋能服务。从资本

角度出发，帮助企业自行“造血”，实现自

身的“资本力”提升。

“为了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慢的难题，天津科技金融中心针

对科技型企业开展了一对一模式的服

务，通过梳理企业的各项发展数据，描

绘企业成长画像，建立可量化的发展

目标， （下转第三版）

时报讯（记者 王建喜）近日，区委副

书记、区长杨茂荣带队深入新区南部片

区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能准确掌握企业的危化品种类和

数量吗？生产过程中有哪些主要安全隐

患？万一发生问题能够和消防队讲清楚

吗？”在天津嘉泰伟业化工有限公司，杨

茂荣一行详细了解企业安全设施运行情

况、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

落实情况，对企业由忽视安全，到被动

安全，再到主动安全，直至创新安全的

安全观念转变给予肯定，勉励企业进一

步塌下心来抓安全，确保每个环节不含

糊，每个细节不出差错。在天津石化原

油储运部，杨茂荣对企业安全生产措施

落实情况给予肯定，叮嘱企业一定要注

意防雷电和防设施老化，狠抓安全生产

不放松，切实做到意识到位、管理到位、

措施到位。

杨茂荣指出，抓好安全生产，就是

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负责，就是对

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负责。我们一定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树牢底

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抓安

全就是抓发展、抓稳定、抓民生的理念，

把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维护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

行动， （下转第三版）

天津科技金融中心打造服务体系“升级版”提供“一站式”融资对接服务

金融服务创新助力科企“腾飞”
■ 记者 牛婧文 报道

■ 天津科技金融中心一直大力开展服务创新，并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当中进行延展，为优质企业提供深度的科技金融赋能服务。针对科技型企
业开展了一对一模式的服务，通过梳理企业的各项发展数据，描绘企业成长
画像，建立可量化的发展目标，帮助企业对标成长。该中心在企业服务方面
已累计走访超过500家，平台共计举办各类活动540场。

■ 今年，天津科技金融中心将充分运用好滨海高新区“银政通”融资服
务平台，持续优化对企业的资本服务，运用资本的力量助力企业发展，还将
继续开展大量的落地活动，通过建立多维度的金融服务体系，完善“滨城”的
创新生态。

杨茂荣暗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意识到位 管理到位 措施到位 坚决守住守好安全底线

■ 多隆公司将在该地块
打造绿色节能的智慧物流基
地，建成后将推进新一代人工
智能产业在天津经开区乃至滨
海新区的优化升级，为经开区
区域内企业提升物流效率，降
低物流成本。

■ 该项目先期将围绕无人机、无人车、
智能货架、无人仓等智慧物流产业，建立集
研发、测试、智能制造、销售应用于一体的人
工智能研发应用基地。后期将发挥嘉柏国
际集团及多隆的渠道在物流上下游生态链
的聚合优势，打造综合类智慧物流产业集
群。项目首期预计于2022年8月竣工。

经开区现代产业区10万余平方米土地成交 将打造绿色节能智慧物流基地

泰达智慧物流产业又添“新军”

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滨海新区项目

建设如火如荼。日前，记者在滨海新区绿

色生态屏障建设一期工程胡家园项目现

场看到，运送树苗的车辆在工地上穿

梭，车一停稳工人们便赶紧卸下树

苗。记者了解到，胡家园区域全部绿

化种植工程将于4月中旬基本完成。

据了解，滨海新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

一期工程，北至津汉高速、东至西外环高

速、南至津滨高速、西至宁静高速，总面积

174平方公里，其中包括绿化造林2796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3094亩，修建内部连接道

路13.91公里。 （下转第三版）

记者 陈西艳 戈荣喜 摄影报道

“滨城”绿色生态屏障建设加速

据新华社电 28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截至3月27日24时，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过 1 亿剂

次。国家卫健委官网也第一时间发布各地累计

接种最新数据为10241.7万剂次。自3月24日我

国启动新冠疫苗接种“日报制”以来，每日新增接

种均超300万剂次。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介绍，根据国际

疫情形势以及传染病防控的经验总结，加快疫苗

接种，是当前有力的防控手段。我国正在安全、

有序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种。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

示，国家卫健委已组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

员会制定出台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

供预防接种单位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过程中遵

守。针对新冠病毒灭活疫苗2剂接种间隔问题，

《指南》明确，建议2剂之间的接种间隔大于等于

3周，第2剂在8周内尽早完成接种。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在发布会

上介绍，将先期安排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高等

院校学生及教职工、大型商超服务人员等人群接

种疫苗，稳步推进 60 岁以上、慢性病等人群接

种，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

全国累计报告接种
新冠疫苗超1亿剂次

时报讯（记者 战旗）近日，天津证监局推动

并联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市金融局、天津市

科技局、天津市工信局、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

（天津OTC）签署《关于共建深圳证券交易所天

津基地协议》，细化各方协作推动职责，共建深圳

证券交易所天津基地。

协议指出，一是共建上市培育服务基地。依

托天津OTC建立“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基地”，

由六方合作共建，搭建辖区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二是共建专业培训基

地。组织安排企业高管类、业务类、合规类培训

等各项专业培训，联合开展政策宣讲。三是共建

联合研究基地。共建六方协商确定研究领域，开

展选题讨论、课题委托、联合攻关、“一企一策”走

访调研等合作研究。四是共建推广展示基地。

共建六方为基地各类服务主体提供包括宣传创

新业务、支持路演活动、提供视频直播和网络互

动技术在内的现场和网络形式的展示服务。

据了解，深圳证券交易所天津基地是继

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服务（天津）基

地设立以来，依托天津OTC设立的第二个资本

市场天津服务基地。

六方签署协议共建
深交所天津基地

据新华社电 从27日起，内蒙古及华北北部

等地出现浮尘或扬沙，其中多地出现沙尘暴，空

气质量“爆表”。记者从中央气象台获悉，从28日夜

间起大部地区沙尘强度将减弱，空气质量改善。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高级工程师饶晓

琴介绍，27日起源于蒙古国的沙尘，到28日中午

已影响到我国西北地区、华北、东北地区西部。

中央气象台的信息显示，28日白天，新疆南疆盆

地和东部、青海东北部、内蒙古大部、甘肃河西及

东部、宁夏、陕西中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

河南北部、山东、辽宁中西部、吉林西部、黑龙江

西南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涉及15个省份。

饶晓琴分析指出，今年气象条件有利于沙尘

天气发生。去年冬季以来，蒙古国南部、我国内

蒙古西部及西北地区大部降水稀少，地表干燥，

积雪覆盖范围较小。今年2月以来这些地区气

温显著偏高，地表土质疏松，沙尘起沙的物质条

件丰厚。春季，冷暖空气活动频繁，当配合有冷

空气活动就极易起沙。气温异常有利于蒙古气

旋的生成和加强，强盛的蒙古气旋将地面沙尘抬

升至1—2千米的高空，并在冷空气作用下向我

国传输。

28日夜间起大部地区
沙 尘 强 度 将 减 弱

中央气象台：

生态城将有更多智慧成果
亮相今年智能大会

滨海新区新冠疫苗
接种工作有序推进

滨海新区
新冠疫苗接种点位

■ 经开区开始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

■ 泰达街道全覆盖摸排全覆盖动员

■ 新区商业企业有序开展疫苗接种

胡家园区域全部绿化种植工程4月中旬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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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园区域绿化种植已成规模胡家园区域绿化种植已成规模工人们正在抓紧绿化种植工人们正在抓紧绿化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