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报讯（记者 战旗 张惺卓）近日，滨海新

区处非办联合相关部门围绕“学法用法护小

家·防非处非靠大家”主题开展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市民防范意识。

在浙江路人人乐超市门前，区处非办、区

金融局、区公安局、区检察院、区市场监管局、

中国人民银行滨海中心支行、新村街道办事处

等单位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日活

动。活动中，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材料等

方式向过往市民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解答

群众咨询问题，提高市民的法律、金融知识水平

及辨识抵制非法集资能力。

据了解，区处非办6月还将在全区范围内集

中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进一步让“自

觉远离非法集资，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观念

深入人心。市民如遇非法集资方面风险隐患，可

以通过四种途径进行举报。一、电话举报。非法

集资举报平台电话：23601731；便民服务热线：

88908890；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12315；预防和

打击经济犯罪法律咨询服务专线：23990110。

二、网上举报。登录“天津市非法集资举报中心”

网络平台，填写相关信息。三、电子邮箱举报：

sjrjcfc@tj.gov.cn。四、就近到公安机关报案。

新区开展防范非法集资主题宣传活动

提高辨识抵制非法集资能力

巩固国家卫生区成果 共同缔造美丽滨城

时报讯（记者 韩乐扬 通讯员 王绍
英）6月16日，区交通运输局召开创卫复

审公路扫保、路政执法协调会，建立多方

联动机制，全力推进公路环境卫生治理。

6月17日，区交运局所属交通运输

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加大公路巡查力度，

当天中午，三大队路巡组对秦滨高速桥

下黄海路以东附近非法经营盒饭的流动

摊位进行了集中清理。

同时，为缓解车辆积压现象，区交运

局组织各共享单车企业集中对车辆进行

清收减量，在不影响市民出行的前提下

提升共享单车停放点位对外形象。

始建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新北街

迎春里小区建成年代久远，基础设施

老化、杂物堆积、墙面污损等问题一

直困扰着小区居民。近日，为改善

人居环境，提升小区居民幸福感，新

北街和迎宾园社区对该小区进行了

提升改造。经过改造，不仅小区环境

更加整洁，居民幸福感也得到了显著

提升。

“以前我们小区里随处可见各种

各样的堆物，旧门窗、旧家具、纸盒子，

乱七八糟的啥都有，小区里乱糟糟的，

看着就让人糟心。”家住迎春里小区的

张大爷告诉记者，作为老旧小区，小区

里老人较多，不少老人家里有废旧物

品舍不得扔，就全堆在小区里，不仅影

响环境，也招来了老鼠苍蝇等，给居民

造成了很大困扰。再加上小区因为年

代久远基础设施老化，墙面污损、路面

坑洼等问题也困扰着居民们。如今，

经过街道和社区的提升改造，小区面

貌焕然一新。

在张大爷的带领下，记者看到，改

造后的迎春里小区道路平整，墙面粉

刷一新，新施划的车位上整齐地停放

着车辆，秩序井然。居民们或乘凉或

聊天，一派祥和景象。“小区现在真是

大变样，不仅注重面子，还注重里子。

除了改造外部环境，还改造了污水井，

生活方便了不少。”说起小区的变化，

小区居民们赞不绝口。

记者 韩春霞 摄影报道

区交通运输局

全力推进公路
环境卫生治理

新北街迎春里小区大力改善人居环境

老旧平房换新颜 提升百姓幸福感

改造后的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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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倩 杜潇扬）6 月 17 日，

“嗨购‘滨城’、快乐同行”“滨城”国际消费季在

新区正式启动。副区长尹晓峰出席启动仪式

并讲话。

尹晓峰指出，促消费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支点，新区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区为主线，聚焦消费载体建设、消费

品质提升、消费模式创新，坚持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市场运作，努力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延续

了消费回暖势头。

尹晓峰强调，促消费的目的就是为民惠

民，新区商业发展要始终坚持服务于民、让利

于民的原则，为广大市民提供环境更优、服务

更好的消费体验。希望通过举办“滨城”热销

购物季、“滨城”海滨消夏季、“滨城”海鲜品鉴

季、“滨城”艺术文化季、“滨城”畅游欢乐季、“滨

城”夜市畅饮季六大活动培育新的消费场景

和消费打卡地，促进商业要素集聚。希望广

大市民朋友、来“滨城”享受假期的游客朋友

买得舒心、玩得开心，尽情享受“滨城”消费季

的热情。

“滨城”国际消费季举行启动仪式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

昨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消息传

来，高新区第一学校附属幼儿园（航天神箭幼

儿园）充分利用园所资源，组织师生观看了直

播。孩子们穿上帅气的宇航服，一起见证激

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9时22分27秒，随着一声发射令，330多

名师生紧盯着发射画面，同神州十二号飞船

的3名宇航一起屏住呼吸，共同奔赴太空。当

神州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时，

孩子们稚嫩的童声响彻大厅，个个欢呼雀跃，

拥抱、握手、敬礼……稚嫩的脸上写满激动与

自豪。小朋友们纷纷表示，自己长大以后也

要做宇航员，去太空探索更多未知的秘密。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天津市塘沽区远景庄园小区业主会

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杨金花（身份证号 12010719980813

6364）遗失与天津滨海新塘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签订的编号为w5475AZ，星海苑08-01-
1303《房屋安置协议书》，特此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微笑汉堡店遗失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60305369，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为保持消费增长良好态势，响应海河

国际消费季活动，6月17日，“滨城”国际

消费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以“嗨购‘滨

城’、快乐同行”为主题，从即日起至9月

16 日的三个月时间里，全区各商超、卖

场、夜市、文化旅游项目、电商餐饮等将通

过提升消费品质、创新消费模式等方式带

动全区购物消费、餐饮消费、旅游消费、文

化消费、大宗消费、新型消费，满足新区市

民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滨城”国际消费季活动也将促进商业要

素聚集，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打造更多消

费场景，带动新区经济全面升温。

打响“嗨购‘滨城’、快乐同行”品牌

记者了解到，本次“滨城”国际消费季

活动将依托“平台支撑、商家让利、购物兴

旺”的活动模式，发展品牌经济、首店经

济、夜间经济、假日经济、数字经济，打响

“嗨购‘滨城’、快乐同行”品牌，提振商业

热度和活跃度。

活动中，滨海万达广场、金元宝商厦

集团、永旺梦乐城、友阿奥特莱斯、中原百

货滨海店等10家商家联动推介消费季期

间各类促销活动。伊势丹百货将推出“约

惠夏天”百货服装类5-8折、超市商品正

价9.5折等优惠活动；金元宝商厦集团将

陆续推出年中答谢会、第七届员工内购

会、暑期手机数码节、金元宝商厦集团26

周年庆等主题促销活动，同时进一步挖掘

夜间经济、线上直播潜能，充分发挥多业

态优势，以节造势、以市造节，为新区商业

持续稳步增长助力加油。

据了解，随着K11 Select购物艺术中

心开业，购物中心引入首店首品，打造沉

浸体验消费，培育了新的消费场景和消费

打卡地。在此基础上，新区也将加大力度

推动大港万达广场、中新天津生态城爱琴

海购物公园、滨海金隅嘉品MALL、高新

区吾悦广场等购物中心开业，新区商业综

合体将达到20个。“希望通过引导这些商

业综合体错位发展，让新区的消费业态更

丰富、老百姓的体验更加多元，消费场景

也更能满足新区乃至天津市及周边省市

群众消费需求。”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

长纪泽民表示。

商业文旅跨界融合

“滨城”国际消费季活动除了突出消

费主题之外，也更加注重商业和文旅的跨

界融合。活动中，区文化和旅游局推介了

11条“‘滨城’亲海旅游线路”，满足游客

近海、亲海、出海、品海的旅游需求。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会臣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文旅和商业消费是

一对“亲兄弟”，希望通过推介“滨城”文

旅项目，让更多的游客来到“滨城”，领

略独特的海洋旅游文化，从而拉动消

费，促进新区高质量发展。“新区也将组

织举办市民广场舞大赛、滨海少儿评剧

节、首届‘滨城’乡村艺术节等九个系列

的文化活动，打造新区文化品牌。”王会

臣表示。

活动中，企业代表发布“嗨购‘滨

城’、快乐同行”“滨城”国际消费季倡议

书，号召新区企业加入到消费季活动中，

围绕“嗨购”主题，本着“大力促销、让利于

民”“顾客至上、微笑服务”“诚信为先、守

法经营”的原则举办各类专题活动，并充

分利用线上线下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共

振城市消费，提升生活品质。

纪泽民表示，此次消费季是近年来新

区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促消费活动，旨在提

振“滨城”消费，让滨海新区消费活起来、

火起来，“消费要靠商业、旅游、文化三驾

马车拉动。经过精心策划，消费季总共推

出乐购‘滨城’、乐游‘滨城’、乐活‘滨城’、

乐享‘滨城’、乐观‘滨城’五方面的主题活

动，展现‘滨城’消费活力，为市民提供更

多消费体验。”

“嗨购‘滨城’、快乐同行”“滨城”国际消费季启动

商业文旅跨界 共振“滨城”消费
■ 记者 张倩 杜潇扬 报道

什么是二手烟？有哪些危害？
二手烟是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出的

以及吸烟者呼出的烟草烟雾形成的混合

烟雾，是危害最广泛、最严重的室内空气

污染。二手烟含有4000余种有害化学物

质及数十种致癌物质。因为二手烟没有

安全线界定，长时间存在于空气中，不易

消散，即使短时间少量接触，仍能导致疾

病，主要会引发肺癌、冠心病、糖尿病，损

害记忆力，引发儿童哮喘、肺炎，对孕妇及

胎儿不利，易诱发早产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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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顺利将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

3名航天员送入太空，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

射取得圆满成功。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

第19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首次载

人飞行任务。飞船入轨后，将按照预定程序，

与天和核心舱进行自主快速交会对接。组合

体飞行期间，航天员将进驻天和核心舱，完成

为期3个月的在轨驻留，开展机械臂操作、出

舱活动等工作，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再

生生保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二号的组合体运

行在约390km的近圆对接轨道，状态良好，满

足与神舟十二号交会对接的任务要求和航天

员进驻条件。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据中国载人航

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在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

天和核心舱成功实现自主快速交会对接后，航

天员乘组从返回舱进入轨道舱。按程序完成

各项准备后，先后开启节点舱舱门、核心舱舱

门，北京时间 2021 年 6 月 17 日 18 时 48 分，航

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先后进入天和核

心舱，标志着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

后续，航天员乘组将按计划开展相关工作。

（上接第一版）已免除 3 艘待交付外轮

的加工贸易风险保证金1.6亿元，极大

纾解了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帮助企业顺

利交付订单。

疫情下，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受到影

响，船舶维修需求增加，辖区企业天津

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原有码头无法

满足待维修船舶停靠需求。该关允许

部分待维修船舶暂时停靠在尚在批复

过程中的修船码头，并协调海事等口岸

单位实施联合监管。对修船码头实施

临时监管措施，采用视频巡查回放模

式，24小时持续监管码头作业。截至批

复下发共完成临时监管8艘次，有效保

障了按时履约。

实施“一船一方案”举措
帮助企业了解区外保税维修政策

按照海关分类监管理念，天津临港

海关对于船舶和钻井平台保税维修采

用“一船一方案”的监管模式，根据企业

在待维修船舶到港前通报的船舶类型、

维修改造工艺、航线等要素进行综合评

定，采取实地核查和视频监控相结合的

方式，掌握企业待维修船舶、已维修船

舶、维修用料件、维修坏件、维修边角料

等的进、出、转、存及耗用数据。评定结

果为低风险的、风险较低的，相应减少

海关核查次数。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辖区企业

对于进境船舶区外保税维修政策不太

了解，普遍存在‘不会用’‘用不足’等

问题。”天津临港海关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这一情况，他们组织业务专

家持续深入研究相关政策文件及其适

应场景，并将商务部、生态环境部、海

关总署等部委各项政策进行组合匹

配，分类指导，精准帮扶。先后组织召

开3次政策宣讲会，邀请业务专家详细

介绍相关政策。实施“一对一”服务企

业便利化举措，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匹

配相应政策。

（上接第一版）要以基础设施、要素配置、后期

管理为发力点，全面统筹路桥基础设施、教

育、卫生、商业等配套设施建设，进而吸引相

关产业导入与落地，全力建设生态之城、智慧

之城和幸福之城。

副区长戴雷，区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

任蒋凤刚参加。

坚定信心 加快推进
塘沽湾产城融合2.0版项目建设

天津临港：建成全国首个船舶区外保税维修中心

孩子们脸上写满激动与自豪

高新区第一学校附属幼儿园组织
观看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连日来，新区多个单位组织开展

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提升居民安全

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本质安全建设三年行动方

案，将安全隐患问题排查做细做严。

塘沽燃气有限公司在塘沽体育

馆东侧街心花园、贻成尚北中心花

园、远洋城滨尚居委会等点位开展安

全生产月宣传活动，向用户宣传安全

用气常识，通过真实案例告诫用户燃

气使用不当的危害；港益公司宣讲员

走进大港第二小学，通过视频、图文、

实物展示等方式向学生们讲解了天

然气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燃气泄

漏应急措施等内容；南疆海事局联合

新港街道、天津通信中心、天津航标

处、南疆边检、南疆海关走进滨海新

区新港一小和新港街道社区，宣讲水

上安全知识。

记者 田敏 李超 刘梦泽 刘昭
鹏 通讯员 钮战英 梅凤涛 摄影报道

安全 万家进

塘沽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检查宣传塘沽燃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走进居民家检查宣传

远离烟草危害
崇尚健康生活

向学生宣讲燃气安全知识向学生宣讲燃气安全知识

向新港街道居民发放宣传单向新港街道居民发放宣传单 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启航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