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藕丝牵作缕，莲叶捧成杯。”7

月“滨城”，荷花盛开。

记者来到位于经开区第八大

街与黄海路交口西北的水芝园看

到，满池亭亭玉立的荷花随风翩翩

起舞，睡莲渐渐展开，荷叶上滚动

着水珠，青蛙扑腾跳跃于其间。此

外，周围还有众多水生植物的身

姿。据了解，目前荷花已进入盛花

期，在天气条件较好的情况下，花

期将延续至8月中上旬。

据天津泰达盐碱地绿化研究

中心科研人员于璐介绍，水芝园占

地面积18000平方米，其中水域面

积近5000平方米。目前在水芝园，

游客可观赏到‘八一莲’‘白雪公

主’‘冰心’‘赛锦’‘粉黛’等荷花品

种百余个。

正 常 情 况 下 ，水 芝 园 近 期

每天都会开园，每天开园时间

为 8∶00—18∶00。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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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夜间经济街区消费活动点燃“滨城”夜生活
十大夜间经济街区消费活动将通

过打造“食、游、购、娱、体、展、演”的全
方位夜生活场景，为市民
营造多元丰富的夜间生活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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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付出 打造家一般的温馨社区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7 月 17 日上

午，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连茂君

深入滨海高新区，走访服务新能源企业，

助力新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努力

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新区积极贡献。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从事消

费类电子产品电池、动力电池、储能电

池技术研究、生产和经营的高新技术企

业。连茂君来到企业电池生产线，了解

动力锂电池制造工艺、产能规模、市场

开拓等情况，询问企业经营发展状况，

鼓励企业负责人立足长远、扎根新区，

抢抓新能源产业大发展的良好机遇，进

一步加强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在创新

发展中做大做强做优企业，并嘱咐随行

的有关开发区和部门负责人，要强化人

才保障，留足发展空间，加强基金助力，

积极主动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一

流服务。

天津明阳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作为风

电与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已经在新区完成了风电整机及核心部件

配套等产业布局。连茂君走进企业生产

车间，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生产制造

和产业链提升等情况，面对面听取企业

负责人关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意见建

议，现场办公协调推动解决企业发展面

临的有关问题，鼓励企业负责人继续加

大在新区的投资发展力度，为新区优化

能源结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连茂君在走访服务中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摸清产

业底数，细分产业领域，继续延链补链

强链，积极推动新能源技术应用，加大

对新能源领域的支持力度，积极培育绿

色发展新动能，坚决完成好“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任务，加快实现经济社会发

展绿色化转型。

区领导赵前苗、韩学武参加。

连茂君深入滨海高新区走访服务新能源企业

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 为实现“双碳”目标作出新区贡献
时报讯（记者 陈曦）日前，由自然资源保护

协会支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排

所”）主办的“金融科技助力绿色金融研讨会”在

滨海新区召开。会上，天排所发布了全国首个基

于蚂蚁链的“碳中和”存证产品。

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就“金融机构发展绿色

金融面临的障碍与对策”“天津绿色金融创新发

展的要素与实施路径”分别进行专题讨论。大家

结合实践经验，在讨论绿色金融发展所面临困难

的同时，聚焦对策与路径，深入探讨绿色金融的

发展方向和创新思路，为进一步促进天津绿色金

融发展献计献策。

会上，天排所发布了全国首个基于蚂蚁链的

“碳中和”存证产品，并将该产品应用于本次会议

“碳中和”存证。所谓蚂蚁链“碳中和”存证产品，

是指蚂蚁集团把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碳中和”行

动中，利用区块链技术不可篡改和可溯源的特

点，使碳排放、碳减排、清结算、监管、审计等过程

公开透明，相关记录可随时追溯查证。“天排所是

全国首家综合性环境能源交易机构，将作为实施

机构代表天津参与全国碳市场联建。”天排所总

经理李天表示，“未来，天排所将继续以‘激发全社

会的绿色动能’为使命，与广大金融机构和合作伙

伴共同搭建天津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促进天津产

业绿色转型以及‘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

天津发布全国首个
“碳中和”存证产品

金融科技助力绿色金融研讨会在新区召开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7月16日启

动上线交易，意味着我国碳市场将成为

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

场。记者了解到，作为我国碳市场建设地

方试点，天津位列其中。位于天津滨海新

区的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天排

所”）2020年天津碳市场交易量达到2909

万吨，位居全国第二，此次又将作为实施

机构代表天津参与全国碳市场联建。

全国第一家综合性环境
能源交易机构

我国的碳市场建设从地方试点起

步。2011年10月以来，在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地方试点工作，地方试点

从2013年6月起陆续启动交易。

位于“滨城”的天排所是天津试点碳

排放权交易的指定交易平台，是全国第

一家综合性环境能源交易机构、国家首

批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备案交易机构

之一。按照《国务院关于天津滨海新区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中

关于“在天津滨海新区建立清洁发展机

制和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要求，天排所是

一个利用市场化手段和金融创新方式促

进节能减排的国际化交易平台。

（下转第二版）

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排所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

天津碳市场交易量居全国第二
■ 记者 尹娜 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 秦小明）7月

16日，天津港集团与广州港集团联合国

内知名内贸航运企业发起成立中国内贸

集装箱港航服务联盟，并发布“海上高

速-FAST”品牌。天津港集团、广州港集

团与泛亚航运、中谷海运、安通控股、信

风海运等内贸航运企业联手，共同创新

港航服务“生态圈”，打造“两港一航”精

品航线升级版，持续增强南北港口协同

联动，深度挖潜南北海运大通道，加快

构建京津冀—粤港澳交通主轴，更好服

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创新港航服务“生态圈”

发布会上，天津港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褚斌发布“海上高速-FAST”品牌。

同时，天津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焦广

军代表与会港航企业宣读《共建海上高

速，共促南北融通，中国内贸集装箱运输

港航服务联盟联合倡议书》。天津港集

团、广州港集团与泛亚航运、中谷海运、

安通控股、信风海运共同启动倡议，见证

“海上高速-FAST”品牌发布。

褚斌表示，近年来在全国内贸航运市

场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广州港、天津港

已成为南北方最大的内贸港口，占全国内

贸吞吐量30%以上，两港近5年年均复合

增长率高于全国整体水平。相比传统海

运模式，天津港集团“海上高速-FAST”品

牌的核心优势在于船速快、班期准、效率

高，平均海上行驶时间压缩10%以上，力

争实现“天天班”，以班轮管理模式保证船

舶班期密度和运力规模，（下转第二版）

做强做大“海上高速-FAST”品牌
■ 天津港集团“海上高速-FAST”品牌的核心优势在于船速快、班期准、

效率高，平均海上行驶时间压缩10%以上，树立航运（Freight）、精准（Accu-
racy）、降本（Saving）、协作（Team）“海上高速-FAST”的中国内贸集装箱港
航服务新标杆，精准满足南北物流的个性化需求

■ 创新引入外贸班轮化管理模式，促进航线网络优化和班期密度增加，
创新建立港口作业规范化、高效化、个性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构建内贸集装箱
“门到门”标准化运输体系，共同打造“海上高速-FAST”服务品牌

时报讯（记者 杨静如 王连昆）近日，滨海新

区2021年第一期积分落户工作圆满结束，落户

新区共3125人，占全市的36.52%。

为做好积分落户相关工作，区政务服务办牵

头，各积分联办部门多措并举，在“全网通办、一次

不跑”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线上申报操作指导。

区政务服务办利用新政服微信公众号做好

积分落户开办、申报、复核、公示等全流程宣传提

醒工作，对申报流程、材料要件、注意事项进行讲

解说明，梳理汇总申报过程中的共性问题，有针

对性地开展解读，提供精准的申报指导，完善“解

读—申报—办理”服务链，提高申报准确率。坚

持“双随机”工作机制，确认分值、复查复核随机

分配，确保客观公正。完善“三同步”工作机制，

做到审核受理、确认分值、复查复核同步推进，实

现有序高效。简化复核答复流程，申请人对得分

有异议提出复核的，全部网上统一答复，缩短答

复时间，提高工作效率，满意率达100%。同时，

区政务服务办协助区住建委、市规自局滨海分

局、区公安局改进积分办理系统，优化流程，协调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远程审核打分，主动对接市级

部门、区级各职能部门，及时沟通协调，形成合

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今年第一期积分落户
3125 人安家“滨城”

■ 位于“滨城”的天排所是天津试
点碳排放权交易的指定交易平台，是全
国第一家综合性环境能源交易机构

■ 天排所2020年天津碳市场交易
量达到2909万吨，位居全国第二

中国内贸集装箱港航服务联盟创新港航服务“生态圈”打造“两港一航”精品航线
升级版 加快构建京津冀—粤港澳交通主轴

据新华社电 迄今全球建筑规模最大的天

文馆——上海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17日正

式开馆，并于18日起正式对公众开放。

这一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全新的天文科普

教育和文化旅游地标坐落于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建筑面积约3.8万平方米。

上海天文馆涵盖“家园”“宇宙”“征程”三大

主题展区及“中华问天”“好奇星球”“航向火星”

等特色展区，以及8K超高清多功能球幕影院、星

闻会客厅、望舒天文台、羲和太阳塔与星空探索

营，全景展现宇宙浩瀚图景。

“我国有很多空间探测项目，向大众普及天文

学知识很有必要，并要注重介绍天文学领域的新

发现、新理念。”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

叔华说。她希望天文馆不仅能吸引天文学专业人

士和颇有好奇心的青少年，而且能吸引各个年龄

层的市民游客及从事各领域工作的人士。

全球建筑规模最大
天文馆正式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