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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桃红了，高铁通了
——那个毛主席“点赞”过的村庄

天津口岸扎实推进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

建设世界一流港口 营造金牌营商环境
■ 各部门协同联动

■ 形成多个特色亮点

2 版
本市将强化天津口岸部门协同联动，协同推进《天津口

岸2021年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全面落
实18项重点任务，形成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优化
口岸营商环境的合力。

滨海新区 晴 9℃~22℃ 风力：3级

滨海新区指定公告发布媒体 滨
海
发
布
微
信

滨
海
发
布
微
博

主管主办：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出版：《滨城时报》编辑部 新编国内统一连续出版号：CN12-0027 邮发代号：5-6 定价：1元

2021年3月30日 星期二
辛丑年二月十八

第21期（总第5956期）今日4版

广告热线：65622929 65622968
发行热线：65622967 65622965

投稿热线：65622926
报料热线：65622900

津
滨
海
客
户
端

责编：邹龙云 陈青松 bhsbbj@126.com 校对：陈超 制作：周海生

打造金融创新服务平台 提升金融服务区域发展能力

高新区与中信集团协同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新华社北京3月29日电 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2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切会

见参加大会的受表彰、受嘉奖代表，向他们表示

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会见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代表
王沪宁赵乐际参加会见

时报讯（记者 尹冰晶 王梓）记者

从 天 津 经 开 区 了 解 到 ，近 日 ，我 国

领先的全息增强现实（AR）平台微

美 全 息 在 天 津 经 开 区 成 立 投 资 性

公 司——天津中正道和投资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金 3000 万美元。未来

1-2 年内，将投资 100 余家全息产业

链企业，打造基于全息技术应用的商

业生态系统。

据了解，微美全息成立于 2015 年,

是我国领先的全息云综合技术方案提

供商。 （下转第二版）

时报讯（记者 牛婧文）记者29日从

滨海高新区获悉，滨海高新区近日与中

信集团协同委举行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

式，滨海高新区管委会与中信银行天津

分行、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和金石投

资签署了五方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在产业方面，将围绕

信创产业、生物医药、新能源与高端装备

制造以及新兴服务业等重点产业，从信

贷政策、产品创新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

深化“产融结合、融融结合”，推动金融支

持实体产业发展， （下转第二版）

■ 双方在产业方面，将围绕信创产
业、生物医药、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以
及新兴服务业等重点产业，从信贷政策、
产品创新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深化“产
融结合、融融结合”，推动金融支持实体产
业发展，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在金融方面，将围绕综合资
本市场服务、业务模式创新、跨境金
融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积极
打造具有高新区特色的金融创新服
务平台，提升金融服务区域发展能
力和水平。

时报讯（记者 张倩）3 月 29 日，新

城镇举办“同商共赢·湾聚津彩”2021

年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活动

中，新城镇政府分别与中建方程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天津

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

支行、东方文都（北京）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签约。同时，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新城镇政府与五家新注册“飞地

经济”企业进行签约，全面助力区域产

业发展。 （下转第二版）

12家企业集中签约新城镇 AR小巨头在经开区成立投资公司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29日对外发布，今年前

2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收和利润都

实现两位数甚至翻倍增长，即便扣除低基数因

素，增速依然不低。

具体来看，1 至 2 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

101929.2亿元，同比增长33.7%，扣除低基数因素

后，增长率为 8.2%。其中，中央企业 59987.3 亿

元，同比增长 25.5%，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长率

为 7.4%；地方国有企业 41941.9 亿元，同比增长

47.5%，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长率为9.5%。

同期利润方面，数据显示，国有企业利润总

额5489.4亿元，同比增长1.5倍，扣除低基数因素

后，增长率为 10.2%。其中，中央企业 4077.0 亿

元，同比增长96.9%，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长率

为 10.7%；地方国有企业 1412.4 亿元，同比增长

9.6倍，扣除低基数因素后，增长率为8.8%。

1至2月，国有企业应交税费9273.5亿元，同

比增长24.0%。

我国国企营收利润
前2个月“双丰收”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

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9日发布公告称，当前一

些非法社会组织假借扶贫、济困、救助突发事件

等公益慈善名义，通过公开募捐的方式从事非法

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社会公众应注意防范。

根据慈善法等法律规定，登记或者认定为

慈善组织且取得公开募捐资格的社会组织以及

依法可以开展公开募捐活动的其他组织，才能

开展公开募捐活动。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

展公开募捐活动。社会公众遇到“社会组织”开

展公开募捐活动的，可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

服务平台”（www.chinanpo.gov.cn）或者“中国社

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查询该组织身份的真实

性、合法性。同时，还可通过全国慈善信息公开

平台“慈善中国”（cishan.chinanpo.gov.cn）查询该

组织或者相关组织是否具备公开募捐资格。

此外，社会公众发现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开

展公开募捐活动，或合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含慈

善组织）与非法社会组织勾连开展公开募捐活

动的，可及时向民政部门举报。

民政部发布提示：

防范非法社会组织
以公益慈善名义行骗

据新华社电 市场监管总局29日公布《2021

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大幅提高流通

领域抽查占比，突出抽查民生产品、“一老一小”

产品等。

计划显示，今年将抽查137种重点产品。抽

查工作将突出四方面重点：一是突出流通领域抽

查，大幅提高流通领域抽查占比，共有61种产品

在流通领域接受抽查。二是突出民生产品抽查，

民生消费相关产品共有111种，占抽查种类总数的

81%。三是突出“一老一小”产品抽查，全力服务儿

童、学生、老人等特殊群体生活学习需求，将8种

儿童学生用品、4种老人用品纳入抽查计划。四

是突出全国联动抽查，着力发挥全国市场监管合

力，针对电线电缆、水泥、农用地膜等重要产品，在

产业集中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国联动抽查。同

时，对烟花爆竹等产品，水泵、化肥、稻麦联合收割

机等产品，儿童家具等安全隐患较多、问题较突

出、消费者投诉较多的产品，都将开展抽查。

市场监管总局：

今年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民生产品占总数8成以上

3月29日是第26个全国中小学安

全教育日，今年的主题为“知危险，会避

险，守护安全成长”。昨天上午，区教体

局联合区消防救援支队、区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区公安局禁毒支队等部门，

在汉沽中心小学举办了“第 26 个全国

中小学安全教育日”活动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举行了消防应急救援

演练活动。学生们还“零距离”接触了

消防车，听取消防指战员讲解逃生面

罩、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同

时各个单位在校园里摆放消防安全、交

通安全、食品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和

防溺水、防踩踏、防止校园欺凌等宣传

展板，工作人员为学生们现场讲解。安

全教育日活动启动后，全区各学校还将

通过知识竞赛、主题演讲、应急疏散演

练等多种形式开展安全教育。

记者 董欣 梁洪东 摄影报道

新区举办“第26个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日”活动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3月29日，市

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不打

招呼，直奔疫苗接种点一线，暗访督导新

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现场分析存在问

题，研究解决措施，确保疫苗接种工作优

质高效推进。

在新区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前

来接种的群众依次完成信息登记、疫苗

确认和接种等环节，按要求留观30分钟，

确认无异常后离开。接种流程顺畅，现

场秩序井然。连茂君先后来到塘沽体育

馆、滨海高新区贝勒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经开区西区投资服务中心等疫苗接种

点，走进咨询、预检、登记、接种、留观区

域，详细了解接种流程、接种人数、医务

人员配备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与等候接

种的群众互动交流，现身说法向大家宣

传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知识，并看望慰问

坚守一线、连续奋战的医务人员、下沉干

部和社区工作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

示感谢，嘱咐他们要科学安排作息，保重

身体、再接再厉，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坚

决完成好疫苗接种任务。

连茂君强调，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

署，要充分认识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理念，有力有序推进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加快构建群体免疫屏障，为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要周密细致、全面

深入开展摸排，尽快摸清底数，确保不落

一户、不漏一人，真正做到应接尽接。要

精准精细开展接种服务，进一步加强接

种能力建设，加大疫苗供需协调力度，保

障疫苗供应，科学统筹调配人员力量，提

升接种服务水平。要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大力开展接种人员培训，加强接种点管

理，确保规范操作、安全接种。要积极主

动为重点企业、楼宇等提供上门接种服

务，全力满足大规模人群接种需要。要及

时梳理查找疫苗接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加快研究解决，不断细化措施，提

升保障能力，高质量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经开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尤天

成，滨海高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夏

青林参加。

连茂君暗访督导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全力构筑起坚固的群体免疫屏障

多方联手
护“苗”成长

学生听救援知识讲解学生听救援知识讲解

给学生发放安全知识宣传页给学生发放安全知识宣传页

学生学习使用灭火器学生学习使用灭火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