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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近日，工银金

融租赁有限公司依托注册在东疆的项目

公司完成了 2 架 B737-800BCF 飞机资

产包跨境资产交易，标志着国内首单货

机跨境资产包交易在东疆落地。该业务

开创了国内货机引进新模式。

据了解，此单业务将“跨境直租”结

构转为“东疆模式”，通过经营租赁给中

国邮政航空使用，是对货机引进方式的

新探索，对于丰富国内货机引进模式、扩

充国内货航机队规模、促进飞机资产全

球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其间，为促成此

单业务的完成，东疆海关主动为企业提

供业务辅导、提前预审等服务，快速办理

完成系列业务手续，保障业务顺利落

地。同时，东疆管委会也为企业提供全

流程高效专业的政务服务。

（下转第二版）

东疆完成全国首单货机跨境资产包交易
开创国内货机引进新模式

时报讯（记者 王梓 贾成龙）清凉消

夏，欢乐戏水，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天

津方特水上乐园今日正式开门纳客。乐

园以独具特色的“熊出没”IP主题造景，推

出多项刺激与清凉体验并存的水上项目，

将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夏日体验。

记者了解到，天津方特水上乐园毗

邻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和熊出没酒店，是

一座以水景为特色、水上活动为内容，结

合“熊出没”IP 形象打造的水上度假乐

园。乐园精心打造了九大特色主题水上

项目、近百处 IP 和休闲主题造景，无论

是亲子家庭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玩水的快乐。

其中，集游泳、潜水、休闲等功能于一

体的“天目蓝池”采用当前世界领先技术，

特别打造了无边泳池，力求为游客带来更

加新奇的游泳体验。 （下转第二版）

清凉消夏“滨城”再添好去处
天津方特水上乐园今日开业

“我们看到，现在天朗气清的时候越

来越多了，让人们的心情也越加舒畅。”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谈到近年来新区

生态环境的变化，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

副局长马以桂说，“十三五”期间，新区生

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从数据上看，

2020年重污染天气仅有10天，水环境治

理也取得良好成绩，入海的12条河流全

部消除劣V类水质，“通过打响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我们越来越能真切感受

到‘滨城’的天蓝、水绿、地净。”

“蓝天保卫战”
让空气环境持续改善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现在的空气真

的好。”天气晴好的时候，家住经开区的李

女士总是忍不住在微信朋友圈里晒图。

而这背后正是新区全面打好蓝天保卫战，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努力和付出。

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新区相继完成蓝天保卫战 123 项工

程，推动 340 蒸吨燃煤锅炉改燃、160 蒸

吨燃煤锅炉关停、178台燃气锅炉低氮改

造，大气主要污染物实际减排1467吨，超

额完成908吨的任务目标。此外，还开展

了节能减排降碳工作，督促碳排放权交

易试点纳入企业开展配额申请工作，着

手准备编制新区“碳达峰”总体方案。

（下转第二版）

天蓝 水绿 地净
——新区奋力书写“滨城”美丽答卷

■ 记者 马坤 于馨然 报道

■ 新区相继完成蓝天保卫战123项工程，推
动340蒸吨燃煤锅炉改燃、160蒸吨燃煤锅炉关
停、178台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大气主要污染物实
际减排 1467 吨，超额完成 908 吨的任务目标。
2020年，新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5.07，同比
改善6.3%；PM2.5年均浓度49μg/m3，同比改善2.0%；
空气质量达标天数247天，同比增加21天

■ 严控污染源，排查涉水工业企业950家、排水
设施364平方公里，改造雨污混接点17处。加快污
水处理厂网管建设，目前工业集聚区全部实现污水
集中处理，实现100%联网。强化城镇生活污染源治

理，已完成27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建制镇和城市
污水处理厂处理率分别达到85%和95%以上

■ 深入推动重点行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详
查工作，分阶段分批次完成对52家企业的调查、5
家企业的现场土壤监测及580余家重点行业企业
的信息核查。2020年，新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保持在100%

■ 截至5月份，今年新区PM2.5累计年均浓度
为47μg/m3，同比改善16.1%；累计空气质量达标天
数101天，达标天数比率为67.3%。截至4月份，今
年16个地表水考核断面全部消除劣Ⅴ类水质

6·5世界环境日关关注注

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新区各单位开

展多种宣传活动，普及环保知识，共建美丽

“滨城”。经开区机关党委、经开区生态环境局

党支部联合在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展亲近

自然党日活动，向北大港湿地投放一批鱼苗，并

在湿地保护区内捡拾垃圾，保护候鸟栖息地。东

疆保税港区开展科普宣讲和志愿服务活动，特邀

蓝色海湾志愿服务队各成员单位及企业代表向市

民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此外，

新北街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实践活动，引导

居民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新区企业天津同阳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天津拾起卖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了一场以Plogging（跑步捡垃圾）为主题的环保公

益宣传活动，宣传生活垃圾分类。

记者 王梓 牛婧文 张广艳 韩春霞 胡义和 摄
影报道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

局、人民银行日前联合发布通知称，将由自然资

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

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

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

征收。自然资源部（本级）按照规定负责征收的

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

用金同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通知称，自2021年7月1日起，选择在河北、

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以省（自治

区、直辖市）为单位开展征管职责划转试点，探索

完善征缴流程、职责分工等，为全面推开划转工

作积累经验。暂未开展征管划转试点地区要积

极做好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划转准备工作，自

2022年1月1日起全面实施征管划转工作。

根据通知，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给税务部

门征收后，以前年度和今后形成的应缴未缴收入

以及按规定分期缴纳的收入由税务部门负责征

缴入库，有关部门应当配合做好相关信息传递和

材料交接工作。税务部门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

缴制度等规定依法依规开展收入征管工作，确保

非税收入及时足额缴入国库。

通知明确，税务部门按照属地原则征收四项

政府非税收入。具体征收机关由国家税务总局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局按

照“便民高效”原则确定。税务部门应当与商财

政、自然资源、人民银行等部门逐项确定职责划

转后的征缴流程，实现办事缴费“一门、一站、一

次”办理。 （下转第二版）

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

四项政府非税收入
将划转税务部门征收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记者获悉，按照《天津

市高质量推进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助力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2021年

实施方案》《天津市“万企兴万村”专项工作2021

年实施方案》要求，滨海新区率先建立民营企业

助力结对地区防止返贫专项资金池，用于帮助结

对的“四县二市”地区产业发展，帮扶因病致困、

因贫辍学等特困群体。新区爱心企业云账户（天

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防返贫资金池

捐赠1000万元，支持防返贫工作。

据了解，2020 年，云账户总计投入 1.5 亿元

助力脱贫攻坚，在甘肃甘南州、新疆和田等地开

展产业扶贫；挂牌督战 12 个贫困村，惠及人口

19993 人。2020 年，全国工商联、国务院扶贫办

授予云账户“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

营企业称号。

云账户公司董事长杨晖表示，践行光彩精

神，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企业家应尽的责

任。2021年截至目前，公司已出资1200万元用

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其中1000万元捐赠专项防返贫资金池。今

后，公司将继续发挥数字经济创新优势，全力提

供最高质量的服务，助力零工经济中的劳动者，

特别是受援地待发展人口更多元、更便捷地就

业增收。

新区率先建立防返贫资金池
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云账户向资金池捐赠1000万元

“两弹一星”先进群体攻坚克难让“东
方巨响”震惊世界

他们的功勋
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区政务服务办同步推进“三个起来”活动

新招频出 便民利企见实效

大沽街道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聚焦“急难愁盼”书写“幸福答卷”

3 版

“精细开方”振兴南任庄村
随着道路硬化、能源清洁化、污水处理无害化等基础设

施建设完工，南任庄村在帮扶组“志智双扶”的帮助下，获得

天津市“五星村”、“天津市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4 版

寨上街道将社区“共同缔造”既有经验与营城工业园区

发展相结合，推动“两新”组织双覆盖，建立园区理事会，一

批企业成功案例相继落地，解锁了“共同缔造”新模式。

寨上街道：“共同缔造”解锁主题园区功能密码

区总工会开通职工
心理健康服务热线 2 版

世界环境日新区开展多种宣传活动

普及环保知识
共建美丽共建美丽““滨滨城城””

向北大港湿地投放鱼苗向北大港湿地投放鱼苗

主题环保公益宣传活动宣传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环保公益宣传活动宣传生活垃圾分类

巩固国家卫生区成果 共同缔造美丽滨城

“志愿红”引领“滨城”文明风

“文明卫生‘滨城’你我共同缔造”，滨海新区开
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日”活动

各街镇 爱护环境动起来 健康文明一起来

▲

各开发区 全方位多角度巩固创卫成果

▲

2
版

““滨城滨城””美景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