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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 坟 通 告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要求，在大沽口

炮台地块进行工程建设。凡埋葬东至海

滨大道西侧、南至津沽一线北侧、西至闸

南路东侧、北至天津大道南侧的军事用

地内的所有坟墓急需迁出，请坟主自见

报之日起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到大沽

街道办事处 107 室进行登记，逾期不登

记迁出的，一律按无主坟处理。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办事处

2022年6月13日

坟墓清迁办法

一、坟主登记及核准时间
按照迁坟通告登记要求，凡埋葬

在此范围内的有主坟墓，自 2022 年 6

月 13 日至 6 月 30 日前，坟主凭身份证

复印件到指定地点进行坟墓确认登记

（大沽街道办事处107室）。上班时间为

上午8:30-11:30，下午1:30-5:00（周六、

周日休息）。

二、坟主自迁坟墓时间
有主坟家属在2022年7月15日前，

将坟墓自行清迁完毕，逾期未迁出的坟

墓，一律按无主坟处理，不再告知坟主。

三、优惠条件及补偿办法
依据《天津市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

和青苗补偿标准》执行。

四、其他
按照迁坟通告要求，在军事用地范

围内的坟主，到期未迁出的坟墓一律按

无主坟处理，责任由家属自行承担。迁

出的骨灰（骨体）将统一编号，暂存在滨

海新区大沽寝园，存放保管期为一年，超

过一年无人认领，暂存保管单位有权处

置。凡按无主坟清迁的坟墓，坟主不享

有迁坟补偿。在暂存期内坟主认领骨灰

（骨体）需补交存放费用。

联系电话：大沽街道公共服务办公

室电话：022-65260801（周一至周五）、

022-65260268（周六、日）

关于国能（天津大港）龙源火电
协同污泥资源化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公告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部令第4号）的规定，现将国能（天

津大港）龙源火电协同污泥资源化利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有关信息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国能（天津大港）龙源火电

协同污泥资源化利用项目由国能（天津）大港

发电厂有限公司建设，项目在现有大港电厂

场内建设一条处理量为 200 吨/天的湿污泥

（含水率40~80%）直掺上料系统，污泥与原煤

混合后送入电厂锅炉。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

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1. 网络链接：http://www.ibaf.cn/News-

Detail/3305666.html

2. 纸版报告书：可前往建设单位办公地

址进行查阅。

三、征求意见公众范围

大港发电厂范围内及附近可能受影响的

民众，关心本项目的机关、团体、个人等。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发送电子邮件、电话、信函

方式将意见或建议反馈给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国能（天津）大港发电厂有限公司

联系人：袁先生

电话：18810893889

邮箱：12046078@chnenergy.com.cn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次信息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宝贵意见。

国能（天津）大港发电厂有限公司

招租公告
现有汉沽建设北路盛世庭院小区地下车

位全部公开招租，具体事项请现场咨询办理。

联系人：王鹏

联系电话：17627861758、13920465586

遗
失
声
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草原烤肉店，遗失

食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60368237，特此声明作废。

记者日前从东疆综保区获悉，作为我

国二手车出口首批试点区域，天津东疆综

保区正全力打造中国北方最大二手车出

口基地。今年1-5月份，东疆二手车出口

业务量持续攀升，试点企业共完成二手车

出口400台，货值约1100.98万美元，出口

金额已超去年全年总量。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供应链紧张

等多重不利因素下，东疆二手车出口市

场缘何强势增长，成为区域外贸高质量

发展新增长点？

强大的市场需求加持

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图汽车物流”）是东疆最早获得

天津市二手车出口试点资质的企业。近

年来，该企业感受到良好的二手车出口

发展态势。

“去年我们累计出口了 246 台车，货

值400万美元。而今年一季度，出口车辆

已达160台，货值达450万美元，已超去年

全年。”华图汽车物流总经理史运昇表示，

“二季度我们还将有几笔大的订单。”

在史运昇看来，二手车出口正处于发

展快车道，这离不开强大的市场需求。“这

两年，随着‘双碳’政策的落实和推动，国

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飞速发展，汽车数量

多，产品种类丰富，因此二手新能源车正

受到‘一带一路’沿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

可。”他说，目前中东、东欧、北非、中亚等

海外市场对中国出口二手车产品的认可

程度逐年提升。

华图汽车物流的快速发展并非个

例。自 2019 年试点业务开展以来，东疆

累计完成二手车出口近千台，累计出口货

值约1800万美元。天津晟利卡科技有限

公司是河北晨阳集团在东疆设立的子公

司，今年2月，其正式获得了二手车出口

资质。“3月份，我们就拿到了82台、总货

值200万美元的海外订单，目前已完成了

33台新能源二手车的出口。除了新能源

乘用车外，商用车也越来越受到海外认

可。二季度，我们目前有10台二手商用

车的订单。”该公司总经理原宏表示。

试点企业普遍认为，当前“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对

具有高性价比优势的进口二手车需求较

大。同时，随着试点企业国内收车渠道、

海外出口渠道、售后体系的搭建逐渐完

善，二手车出口将迎来更快发展。

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

“东疆二手车出口不是强在某一方

面，而是整条产业链的配套完备，这当然

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史运昇表示。

以二手车企业前期收车为例，资源匹

配非常重要。东疆有大量的汽车租赁公

司，二手车资产比较集中，便于企业前期

资源对接收集。企业收购二手车以及做

大业务规模时需要大量资金，东疆有成熟

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融资担保基金、供

应链金融平台、产业基金等资源都可以发

挥作用，并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地协助对接

银行、担保等机构。二手车出口当然离不

开物流环节，东疆可以发挥辖区内集装箱、

滚装等海运通道及中欧班列的铁路优势，

为企业提供多元化国际物流解决方案。

原宏也深有感触：“我们集团想做汽

车产业链条式的经营模式，与东疆的发展

理念不谋而合。当企业遇到问题时，东疆

总会提供专业化的辅助服务。比如企业

发展离不开金融，他们会推荐很多金融平

台，契合企业各项发展需求。而东疆在通

关便利化、外汇管理等领域的许多创新举

措，非常符合汽车流通产业的发展需要。”

此外，针对二手车行业发展，近年来

天津也出台了许多创新政策。日趋完善

的产业生态，令东疆二手车试点企业聚集

效应显现。目前辖区内共有6家二手车

出口试点企业，企业数占天津市的60%。

值得期待的新“蓝海”

开展二手车出口是当前稳外贸工作

的创新性业务之一，有利于促进汽车消费

升级，推动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几家试点

企业相关人士也表示，会不断提升链接国

内国际双循环功能，完善企业内外管理运

营体系，在海外仓建设、零部件配套售后

服务保障领域有所突破，更好助力二手车

“走出去”。

“我们将全方位服务二手车出口企

业，助力其进一步做大业务规模。特别是

开展二手车出口退税的研究探索，争取尽

早降低企业成本，助其提高国际市场竞争

力。”东疆综保区自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同时将全力支持企业海外仓建设，助力企

业不断完善海外展示销售、配件供应、售

后服务保障等业务链条，形成国内二手车

出口基地和海外基地的双向联动。

良好的产业生态，是集聚产业、催生

创新的土壤。依托正在重点打造的汽车

产业主题园区，东疆将进一步发挥汽车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联动效应。

“汽车产业主题园区将充分发挥东疆

在汽车租赁、网络货运、共享出行、二手车

交易市场等领域的产业优势，对接提供车

源支持。通过区域产业协同，多维度赋能

二手车出口业务。东疆将在打造区域二

手车出口业务生态上做足文章。”上述相

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 张广艳

今年前5个月东疆二手车出口业务量持续攀升

东疆二手车出口市场缘何强势增长

（上接第一版）习近平希望《大公报》不忘初

心，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不断扩大传播

力和影响力，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为精彩的

时代篇章。

《大公报》创刊120周年庆祝仪式12日下午

在香港举行，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大公报》创刊于1902 年6月17日，是目前

世界上仍在发行的历史最悠久的中文报纸。

2016年与香港《文汇报》合并组建香港大公文汇

传媒集团后，加快融合发展步伐，形成了立足香

港、面向全球华人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弘扬爱国传统锐意创新发展
为“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书写更为精彩的时代篇章

滨海新区：街镇凝心聚力 助力乡村振兴
■ 记者 赵贤钰 通讯员 刘慧琴 报道

在以高质量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
裕的战略中，滨海新区统一战线凝聚
智慧力量，汇聚各方资源，各街镇联合
爱心企业不断探索携手助力共富的新
模式，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贡献滨海力量。

需求大 当前“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处于经济发展上升
期，对具有高性价比优势的进口二
手车需求较大

配套好 东疆在通关便利
化、外汇管理等领域的许多创新举
措，非常符合汽车流通产业的发展
需要

时报讯（记者 于馨然 于文峥）不畏艰苦甘

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6月12日晚，516名

天津市援沪医疗队员在滨海新区解除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市卫健委副主任刘先夺，市卫健委二

级巡视员何鹏滨，滨海新区区委常委、区委统战

部部长韩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金友，副区

长张兴瑞分别到滨海新区三地隔离酒店，迎接英

雄回家，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白衣勇士致以最崇

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市卫健委、新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表示，援

沪医疗队员在上海疫情防控紧急时刻，积极响应

组织号召，主动请缨，不畏牺牲、甘于奉献，与时间

赛跑、与病毒抗争，先后参加方舱医院确诊患者核

酸采样、支援上海新冠定点医院重症监护室（ICU）

等工作，奋战57天圆满完成任务，以实际行动展现

了天津医务工作者的崇高品德与责任担当。希望

他们好好休养，调整状态，总结援沪工作宝贵经验，

发扬抗疫精神，在工作岗位上续写新的奉献篇章。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近日，区人大常委会组

织部分区人大代表对社区物业管理工作进行专项

视察。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志勇、张金友参加。

代表们先后实地察看了杭州道街道碧海明

珠小区、泰达街道万科汇锦苑小区物业管理情

况，现场听取了区住建部门关于执行《天津市滨

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

障滨海新区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融合共进的决

定》、落实《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执法检查整改

任务情况的汇报，认真察看了社区环境卫生、消

防安全管理、充电桩设置、停车管理等情况，并与

社区物业服务人员和居民群众进行了交流，仔细

询问了相关民生问题。

致敬英雄

516名援沪医疗队员解除集中隔离

区人大常委会对社区物业
管理工作进行专项视察

新港街道

打造精准帮扶示范点
新港街道与青海省黄南州同仁市兰

采乡确立了对口帮扶关系。2019 年至

今，新港街道着力从教育医疗、人才培训、

社会帮扶等方面无偿为兰采乡提供帮助，

迄今已累计拨付帮扶资金500余万元，完

成对口帮扶项目10余个，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2019 年，街道与辖区爱心企业共同

投入帮扶资金30万元，用于购置医疗设

施设备，提高兰采乡医疗水平，并为兰采

乡寄宿学校购置价值20万元的校服及手

套、床上用品和学习用具，改善了当地教

育基础设施水平。2020 年，新港街道又

购置了一批价值9万元的学习物资，并组

织为来自兰采乡的18名藏族同胞开办针

织就业学习班，开展就业培训，通过导师

讲座、小组交流、现场参观的方式，为学员

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就业指导。2021

年，新港街道向奋战在同仁市一线的基层

党务工作者、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捐赠

价值10万元的电动自行车，解决他们的

交通出行难题。与此同时，新港街道还号

召辖区企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社会各界

人士捐款，今年，新港街道对口支援帮扶

资金共计100万元，主要用于兰采乡卫生

院购置医疗设备，为兰采乡寄宿学校建造

录播室，为预就业人员开展培训。

通过新港街道的帮扶建设，兰采乡医

疗基础设施从“有”到“优”，老百姓的常见

病、慢性病能够就近得到及时救治，乡村

教育的办学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交通出行

难题被有效破解，切实提升了兰采乡居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海滨街道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
海滨街道发挥“党建引领共同缔造”

作用，汇聚各方资源，联合驻街单位共绘

滨城同心圆，全力助推社会动员攻坚战。

海滨街道成立了专项工作领导小组，

压实推动责任，按照“主官挂帅、精准对

接”的原则，精筛辖区生产效益好、行业影

响大、社会责任强的企业，由街道工委主

要领导带队前往拜访，争取企业资金上的

最大支持。海滨街道也充分发挥区域化

大党建引领作用，认真听取企业意见建议，

共同研究帮扶事项，加强街企攻坚携手联

手，形成街企共同发力献爱心、助力东西部

支援合作的高度共识。从实现共促共建常

态化制度化出发，引导驻街企业与受援地

区建立长期交流机制，加强技术、旅游、文

化等方面沟通互补。社会广泛发动。按照

多层全覆盖、有限无限相结合的要求，深度

挖掘辖区社团组织资源潜力，广泛动员全

街干部群众参与消费扶贫，强化“带货”功

能，借助社区服务载体和新兴媒体力量，

积极宣传推销受援地区的特色产品。

汉沽街道

聚星星之火 助乡村振兴
消费帮扶，升级加力，聚星星之火，助

乡村振兴。近年来，汉沽街道积极组织街

道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购买西部受援

地特色农产品，大力开展消费扶贫活动，

近三年累计购买超过20万元帮扶产品，

实现了全员覆盖、全员参与，为当地困难

群众增收贡献绵薄力量，有助于增强当地

“造血式”脱贫能力。

与此同时，汉沽街道积极与受援地黄

南州泽库县和日镇环科日村进行工作对

接，提供援助资金10万元用于11个行政

村单亲家庭、孤儿低收入家庭及有2名以

上大学生的家庭教育支出补贴，促进了和

日镇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今年，汉沽街道

又将援助资金10万元用于示范村“五小”

场所建设，为环科日村易地搬迁安置点建

设公共厕所，改善城区的硬件环境，再塑

和美化乡村形象，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

中塘镇

不断推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基石，基础设

施是保障，社区治理是核心，群众致富是

目标。近年来，中塘镇多措并举、精准发

力，逐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推

进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

在乡村特色产业高效发展方面，中塘

镇打造了市级农业品牌4个，潮宗桥村农

光互补项目投入运营，常流庄等村渔光互

补项目开工建设，“奥群牧业”入选全国畜

牧百强企业；东河筒村发展生态养虾产

业，做活“水文章”；刘塘庄村发展白蜡树

树苗种植，林下套种高粱发展林下经济，

实现生态、经济效益双赢。在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中塘镇大力推进还迁村建设。截

至目前，龙悦花园和龙润花园 1020 套新

房顺利交付薛卫台村和大安村部分村民，

896 户村民迁新居。扎实开展违法用地

专项整治。成立整改专班，开展集中整治

行动，换届以来累计完成违法用地治理

410宗，整改面积900余亩。在美丽乡村

建设治理方面，社区治理稳步推进。刘塘

庄村保持20年村民上访零纪录，实行“雪

亮”工程，实现了全覆盖无死角。

茶淀街道

乡村振兴我助力
最大公约数、最大同心圆。茶淀街道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助力结对地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

局，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同心同向、思想引领。茶淀街道高度

重视、提前谋划，明确“时间表”，规划“路

线图”，明确“责任人”，成立东西部协作和

支援合作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工委

书记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广泛动

员社会力量捐赠工作组，营造“人人参与、

人人奉献、人人助力”的良好社会氛围。

友善互助、守望相助。茶淀街道结合

实际、精密部署，为帮助帮扶地区解决“两

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实现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在物质发力的同时，注重与精神

发力相结合，提“志”且提“智”。2022 年

为结对地区瓜什则乡中心寄宿制学校功

能区提升改造捐款36万余元。在今后的

工作中，茶淀街道将继续不打折扣，发挥

各方优势，用“小资金”展现“大爱心”，不

断形成汇聚社会帮扶合力新局面。

北塘街道

筑巢引凤助乡村振兴提速
创新发展思路，推动模式升级。北塘

街道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工作思路，开

展壮大集体经济调研，摸索壮大村集体经

济新模式。组建天津市首家唯一街镇级

的联合总社。与首农集团等15家单位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成功加入天津市农学

会，组建统购统销合作部、“60+”农村妇

女创业就业部、互助养老服务部、乡村旅

游部。

与此同时，北塘街道抢抓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机遇，不断加强与京企合作，释

放创新红利。如与首农清河农场合作，整

合15万亩农田资源，发挥首农市场供应

链和营销网络的资源优势，打造优特农渔

品牌，形成规模效应，为京津“米袋子”和

“菜篮子”提供优质货源。与携程集团北

京公司深度合作，促进文旅融合，加快消

费升级，推广“春季赏花海，夏季闻稻香，

秋季观白鹳，冬季享冰雪”的全季旅游项

目，打造服务京津冀的休闲康养之地和美

丽“滨城”的生态花园。

大沽街道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
大沽街道成立了以街道主要领导为

组长，工委副书记为副组长，街道领导班

子为成员的社会动员工作领导小组。街

道党工委积极受领任务，第一时间动员部

署，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明确职责划

分，完善实施措施，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

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如围绕社会动员工作的影响力和覆

盖面，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和主流媒体，

广泛宣传开展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

重大意义，全面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整

合辖区23家社会组织资源，街道领导班

子、职能科室经常与对口企业沟通协商，

号召广大企业家和各界爱心人士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慷

慨解囊伸手相助，勠力同心乡村振兴。

2021 年，大沽街道募捐 80 万元，并将募

捐价值0.52 万余元衣物送至黄南州特殊

教育学校学生手中；街道总工会和 130

余名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消费扶贫共计

16.9万余元。联合大沽商会走进杨家泊

镇，开展“以商促农、助力乡村振兴”合作

帮扶活动，畅通了葡萄和桃子等农产品

销路渠道，助推街镇经济优势互补、互惠

互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