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中国北方邮轮旅游中心

充分利用144小时过境免签、外国
人口岸签证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在津旅
游消费，并积极争取国际邮轮入境外国
旅游团15天免签政策尽早落地，继续争
取在自贸试验区开展邮轮靠泊游试点

打造国际邮轮用品采购供应中心

研究制定邮轮船供创新政策，
加快推动东疆保税港区开展邮轮配
送业务，在已设立出境免税购物区
的前提下，打造综合型邮轮船供物
流基地

打造中国邮轮制造维修基地

依托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责任
公司50万吨级和30万吨级船坞，与中
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加强
业务合作，支持本市重点船舶制造企业
制造高标准邮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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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范围：中国书画、名人书札、古董珍玩、紫砂印章、现当
代艺术、潮玩、区块链·数字艺术、新媒体艺术

征集时间：2021年9月21日-22日（周二、周三）（10:00-17:00）

征集地点：天津利顺德饭店一楼泰晤士厅

（天津和平区台儿庄路33号）

详 询：15900993165（刘女士）
北京站：9月18-19日/北京锦江亚洲大酒店
南京站：9月25-26日/江苏议事园酒店
电话：021-32558111 传真：021-32558666
邮箱：jhpmgs@126.com 网址：www.jhpmzx.com
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延安中路

1111号延安饭店南苑

上海嘉禾2021年春季拍卖会以9.52亿元成交额圆满落槌，可喜

可贺。感恩一路倾心相随、一直倾力相助的朋友们，我们将再接再

厉，荟萃一流珍品以飨方家。

上海嘉禾始终坚守自己的发展理念，坚持自己的经营特色，以

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艺术和海派文化为己任。十年来，公司创设的

陆俨少、谢稚柳与陈佩秋、程十发、吴昌硕、刘海粟、朱屺瞻、唐云、宋

文治、陈大羽等书画大师的品牌拍卖专场或专题，成交率和成交额

均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公司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以“诚信为本”为宗旨,努力

为广大的艺术品收藏爱好者建立一个“高层次、高质量、高效率”的

文物艺术品交流平台。届时，欢迎新老藏家前来交流，佳品共赏。

上海嘉禾2021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公开征集暨免费鉴定·天津站

本公司常年征集拍品

哏都馋人小吃配可口可乐潮饮九月再出发！
“美食达熊”乐乐、天津二伯逛津城秋味

呆萌吃货北极熊乐乐慕名来到哏都
探寻地道美食，津门食神二伯化身导游，
热心陪熊逛遍天津大街小巷，带你感受津
味传统小吃兼容并包的文化。自6月起，
天津中粮可口可乐为“潮一代”倾情企划
的“哏都食乐”短视频火爆朋友圈。

在“哏都食乐”系列视频中，城市青年
们新奇地发现，煎饼馃子配可口可乐原来
能让人快乐一整天，热炸糕配 0 糖 0 卡 0
脂肪的小宇宙AH！HA！气泡水等于美
味+健康，香甜酥脆的十八街麻花配醇美
浓郁的咖世家拿铁是一顿“哏都下午茶”，
一块软绵劲道的杨村糕干加一瓶滋润可
口的纯悦水相得益彰，脆软甘香的蛤蟆吐
蜜配沁爽清新补充维C的阳光柠檬茶美
味加倍，酥甜浓香的麻酱酥糖配一罐魔爪
龍之金好吃得能拿奥运会金牌，唤醒儿时
快乐味觉的熟梨糕配芬达经典橙味汽水
是一种情怀……家乡味道、美好回忆与现
代潮元素融合碰撞，唤起青年一代对乡土
文化的独特情感。每种小吃中都隐藏着
城市文化基因，通过美食文化捕捉天津城
市整体风貌，也让“哏都食乐”成为具有新
文化属性的城市探寻之旅。

伴着凉爽的秋风，我们走入了9月，北
极熊乐乐和二伯将继续逛吃天津，解锁哏
都美食新吃法，探索属于秋天的独特“食
乐”。除了精彩的短视频，北极熊乐乐和
二伯还将以代言人身份现身民园西里创
意市集“哏都食乐”文创会，与热爱天津美
食文化的朋友们现场互动，传播天津优秀
城市文化。以上精彩内容发布敬请关注

“天津中粮可口可乐微信视频号”。 广告

时报讯（记者 王晶）9月14日，滨海新区召开新

任职区管干部党风廉政教育集体谈话会。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王琴出席并讲话。2020

年1月以来新任职区管干部约200人参加了此次谈

话会，并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被审查调查人

忏悔实录》，3名新任职区管干部作了表态发言。

王琴指出，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本着教育在

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的原则，加强对全区新任职

区管干部的党性党规党纪教育。王琴从讲政治、勇

担当、守规矩、敢斗争四个方面对新任职区管干部提

出履职要求。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勇担当重事

功，做干事创业、为民服务的“带头人”；要严格廉洁

自律，做遵纪守法的“规矩人”；要切实扛起主体责

任，做管党治党的“责任人”。希望新任职区管干部在

新的岗位上、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始终牢记初心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不断激发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严于律己、扎实工作，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日前，为促进本市邮轮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

邮轮经济提质增效，培育邮轮

经济发展新动能，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休闲旅

游需求，本市出台《加快天津

邮轮产业发展的意见》。

《意见》提出，加强邮轮产

业发展顶层设计。围绕推进

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建设，

统筹谋划本市邮轮全产业链

发展布局，构建以邮轮运营

为核心，以研发维修制造为

基础，以货运配送、金融服务

和港口服务为支撑的全新产

业体系，推动邮轮经济成为

天津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

借 鉴 全 球 邮 轮 母 港 发 展 经

验，编制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邮轮港城建设专项规划，规

划完善邮轮旅客综合服务大

厅及周边地区商业、游乐、会

展、公共交通等配套设施，推

动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向邮轮

港城方向发展。

《意见》提出，天津将通过

扎实推进中国邮轮旅游发展

实验区建设，研究制定邮轮船

供创新政策，加大对天津国际

邮轮母港运营的支持力度，加

快补齐邮轮旅游配套基础设

施短板，大力培育邮轮产业市

场主体等举措，打造中国邮轮

制造维修基地、中国北方邮轮

旅游中心和国际邮轮用品采

购供应中心。 记者 战旗

《加快天津邮轮产业发展的意见》出台

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锚定“邮轮港城”方向

9月14日，“中国（天津）二手车出口

海外展销会·迪拜站”开幕式通过国内国

际视频连线的方式，在阿联酋迪拜拉斯奥

科尔汽车市场与天津港保税区森扬国际

汽车城同步举行。本次活动由天津市商

务局指导，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经开区管委会、保税区管委会、东疆保税

港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天津市二手车出口

协会承办，并得到众多天津市二手车出口

试点企业、配套服务机构、金融保险机构

等的大力支持。

记者在活动中了解到，滨海新区作为

天津二手车出口试点政策的承接地，在行

业规范化管理、试点企业甄选、试点动态

调整、出口模式创新等方面不断尝试，为

全国试点城市提供了“滨海方案”，并实现

了全国首单二手商用车出口，打响了“滨

海品牌”。经过努力，二手车出口金额已

近4000万元人民币，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正逐步打造面向三北、辐射全国的北方二

手车出口高地。

天津市二手车出口协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本次展销会共有华图物流、中

北汽车、常有好车、华星北方、天物国际、

车正资本、骞和汽车7家天津试点企业参

与，30 余台车辆参加展销。从首批车辆

启运开始，整个活动将持续3个月。本次

展销会选择有核心竞争力的新能源品牌、

自主品牌车型参展，如长城欧拉、迪尔、电

动宝来、现代昂希诺、大众ID4等，目的是

逐步引导海外市场提高对中国品牌和电

动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树立中国二手车

的品牌形象。 记者 单毅 张倩

中国（天津）二手车出口海外展销会开幕式在保税区举行

新区二手车出口金额近4000万元

开幕式现场开幕式现场 记者记者 王鼎鑫王鼎鑫 摄摄

自“秋风”行动全面启动以来，滨海

新区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整治工作

不断深入。9月11-12日，在新区“双减”

专班的统一部署下，新区各开发区、街镇

综合执法大队与社区、公安、市场监管局

及教体局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

全面严查学科类培训机构不按规定禁

课，排查变异违规办学机构，坚决取缔无

证无照培训机构和托管机构等，严格排

查整治培训机构、托管班、幼小衔接等在

社区内做广告、虚假宣传等行为，打出了

一套“双减”组合拳。

记者在跟随检查过程中发现，目前

学科类培训相较于以往已经明显降温，

大部分机构已经停课，不过仍有部分机

构存在侥幸心理。

在位于上海道97号的培训机构瑞

友教育（塘沽校区），几名学生正在上语

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类课程。按照“双

减”政策要求，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不

能在周六日安排课程。针对此类不按

规定禁课的培训机构，执法人员现场对

其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下发停办通知书，

要求其立即停课进行整改。

在位于江西路水景花都小区底商

的易佳培训，检查人员发现其经营范围

是非学科类教育培训，却进行学科类教

学。针对这种超范围办学的情况，检查

人员当即下发停办通知书。

与此同时，各检查小组联合社区工

作人员，根据前期摸排情况，对街道社区

内进行变异违规培训的校外教育培训机

构、无证无照培训机构和托管机构进行

了查处。对发现的“黑机构”依法进行了

取缔，并现场开出罚单，进行顶格处罚。

截至目前，各开发区、街镇检查小组

共走访检查校外培训机构753家，其中学

科类培训机构498家，471家已经停课，

27家存在不按规定禁课行为，目前已经

全部下发停课通知单，要求其立即停课

并限期整改；共排查出70多家无证无照

机构和变异违规办学机构，已对这些机

构进行了依法取缔，并进行了行政处罚。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就校外

教育培训机构、托管班、幼小衔接等在

社区内做广告、虚假宣传等行为进行了

治理。 记者 岳立杰

◎严查不按规定禁课 ◎打击变异违规办学 ◎取缔无证无照机构

新区打出“双减”组合拳

在滨城双减双减

（上接第一版）要加强政策宣传，加快推广科学教育理

念，引导培训机构积极转型，实现良性健康发展。要

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分析查找“双减”工作中的新问

题、新情况，合并“同类项”，找到共性问题，研究制定

有效解决方案，确保工作推进到位。要持续深入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全面高标准完成“双减”任务，做

到系统谋划、标本兼治，加快构建教育高质量发展体

系，努力为全市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创新经验。

区领导马波、梁春早参加。

（上接第一版）在滨海新区对口支援黄南州工

作座谈会上，黄南州副州长李鑫介绍了黄南州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和天津市对口支援黄南州整体情

况。副区长尹晓峰介绍了滨海新区对口支援黄南

州工作情况。

连茂君首先对黄南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

著成绩表示祝贺和钦佩。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严格落实“四个不摘”

要求，在深度、广度、精度上升级加力，持续推进对口

支援黄南州工作，助力黄南州实现乡村振兴和高质

量发展。一是要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行动上再进一步，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在更

高、更宽、更深层次上筑牢基础、深化合作；支持上再

进一步，不断提升资金投入的精准性、拨付的及时性

和使用的高效性，支持当地唱好“特色戏”、打好“生

态牌”、念好“文旅经”；拓展上再进一步，延续就业帮

扶车间优惠政策，持续推进消费帮扶，依托“津洽会”

等大型会展活动积极开展宣传推介，助力黄南州产

业和产品借梯登高、借船出海。二是要进一步谋划

探索建立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探索全方位、全

过程、全要素、全周期的有效衔接机制，加强乡村振

兴产业（人才）联盟资源共享共用，深化乡村振兴合

作机制，大力支持重点帮扶县建设，着力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村，做到当前与长远相结合、输血与造血相结

合、扶志与扶智相结合。三是要进一步深化双方交

流合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强化专技人才培养，深

化民族交往交融，帮助黄南州打造一支“带不走”的

干部人才队伍，助力黄南州加快人才振兴步伐，与黄

南人民同谱民族团结曲、共筑民族团结情。

王耀春表示，滨海新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要求，以深厚的政治情

怀、人民情怀和历史情怀，扎实推进援青工作持续升

级加力，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要进一步创新交流机制，拓展合作帮扶的内涵，

推动援青工作不断提升新水平、再上新台阶，谱写出

共同进步、共同富裕的黄南新篇章。一是要在长远谋

划上下功夫。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

要讲话精神和在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乡村

振兴为抓手，在教育、卫生、政法、安全等领域持续深

化务实合作，助力黄南州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

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

地。二是要在狠抓落实上再发力。立足黄南实际和

急需，积极主动加强与新区的衔接，完善对口支援信息

通报、协同推进各项机制，严肃财经纪律，用好每一分

援青资金，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三是要在关心关爱

援青干部上再加温。对援青干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

支持、生活上关心，为他们积极搭建平台，创造机会，科

学使用。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培训，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高素质、能够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干部人才队伍。

在黄南州学习考察期间，连茂君一行亲切看望

慰问了新区援青干部人才并座谈交流，向大家致以

崇高敬意。援青的同志们深情讲述了帮扶工作中

的感人故事和深刻体会。连茂君勉励各位援青干

部人才，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将对口援青工作作为人生难得的历练和宝贵的

财富，倍加珍惜、接续奋斗，带着感情和责任进一步

做好对口援青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当好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推动乡村振兴的表率，处理好“当前与长远”

“造血与输血”“扶志与扶智”的关系，树立一心为

民、艰苦奋斗、先锋模范的良好形象，以更加昂扬的

精神状态忠诚履职尽责，以不负党、不负人民、不负

新时代的一流业绩，为实现黄南州高质量发展和共

同富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黄南州领导李晓燕、宋建、何杰参加。

持续升级加力 深化全方位协作
助力黄南州实现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

全面高标准完成“双减”任务
努力为全市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创新经验

新区召开新任职区管干部
党风廉政教育集体谈话会

遗
失
声
明

杨秀梅（身份证号1201071966
07056321）损毁与天津滨海新塘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w3468AZ《房屋安置协议书》。特
此声明。

日前，新区各开发区、街镇综合
执法大队与社区、公安、市场监管局
及教体局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全面严查学科类培训机构不按
规定禁课，排查变异违规办学机构，
坚决取缔无证无照培训机构和托管
机构等。

政策解读

依托天津新港船舶重

工有限责任公司 50 万吨级

和 30 万吨级船坞，与中国

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

企业加强业务合作，支持

本市重点船舶制造企业制

造高标准邮轮，将养老型

邮轮、内海邮轮滚装船作为

研发重点，进军邮轮设计制

造领域。

依托区位优势和保税维

修政策，支持本市重点船舶

修造企业发展邮轮维修、改

装业务，逐步引育邮轮修造

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服务企

业，向邮轮产业链、价值链高

端延伸，打造北方最大的邮

轮维修保障基地。

打造北方最大邮轮维修保障基地

扎实推进中国邮轮旅游

发展实验区建设。

规范邮轮旅游秩序，丰

富邮轮航线，加强邮轮旅游

区域合作。充分利用京津

冀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主

动吸引国际邮轮公司开辟

以天津为始发港的中、长线

邮轮航线，开发多元化邮轮

航线，进一步优化天津邮轮

市场邮轮航线布局，提升天

津 邮 轮 旅 游 产 品 的 吸 引

力。探索开发邮轮海上游

航线，积极争取中资非五星

红旗邮轮开展海上游航线

试点。

拓展“在津游”市场。加

大京津冀腹地客源市场开发

力度，鼓励旅行社推出以天

津国际邮轮母港为起点或终

点、涵盖天津旅游亮点的“邮

轮+天津游”线路，吸引内地

邮轮旅客游在天津、住在天

津、消费在天津。

开发邮轮入境游。充分

利用144小时过境免签、外国

人口岸签证政策，吸引外国游

客在津旅游消费。积极争取国

际邮轮入境外国旅游团15天

免签政策尽早落地。继续争取

在自贸试验区开展邮轮靠泊游

试点。

拓展“在津游”市场

研究制定邮轮船供创新政

策，加快推动东疆保税港区开展

邮轮配送业务。在已设立出境

免税购物区的前提下，打造综合

型邮轮船供物流基地，拓展邮轮

物资供应全球采购综合保障及

邮轮旅游岸上国际配送业务，做

大邮轮物流产业规模。

建立采购供应平台，定期举

办采购供应对接洽谈会，鼓励相

关企业与国际邮轮公司开展合

作。培育一批邮轮船供骨干企

业，提高国际邮轮公司本地物资

及商品采购比例。

简化邮轮船供物资检验流

程，创新邮轮物资供应监管模

式，建立与国际配送业务相适应

的海关监管制度。

培育一批邮轮船供骨干企业

完善周边配套。深入研究有

关政策，加大对天津国际邮轮母港

运营的支持力度。借鉴国内外邮

轮母港发展经验，根据市场需要和

实际情况，分期建设一批商业服

务、休闲娱乐、餐饮住宿等配套设

施。明确招商主体和招商计划，

寻找企业合作对象，加快补齐邮

轮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短板。

同时，完善公共交通体系。

完善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周边公共

交通体系，增加公共交通运营线路

和运营频次。做优做强邮轮旅客

海空联运直通车业务。研究在天

津国际邮轮母港规划布局快速轨

道交通。研究在东疆保税港区规

划建设水上通用机场，发展短途运

输、旅游观光、飞行体验、海上应急

救援等新业态，实现海空联动。

此外，探索建立邮轮旅游服务

中心和乘务人员服务中心。根据

实际需求，探索市场化运营邮轮旅

游服务中心和乘务人员服务中心，

开展游客及乘务人员服务、贵宾

（VIP）接待、邮轮乘务人员培训、邮

轮人才国际劳务派遣等业务。

大力培育邮轮产业市场主

体。支持造船修船、邮轮会展、采购

供应等企业在津注册经营。鼓励

国际邮轮公司在津设立区域总部，

鼓励企业在津设立邮轮公司，支持

融资租赁公司开展邮轮租赁业务。

补齐邮轮旅游配套基础设施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