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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解读
我市拟出台 20 条措施 公开征求意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聚焦重点领域 释放消费潜力
■ 天津日报记者 陈璠 报道

■ 用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专项资金，针对滨海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
河区、静海区、蓟州区等县域六区，对改造提升家电销售网络、仓储配送中心、
售后维修和家电回收等服务网点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 整合优化我市在河、海、港、洋楼以及海鲜美食、跨境电商等方面优势
资源，拓展海河游、乡村游、非遗游等，串联“吃住行游购娱”多种业态，精心设
计亲海体验、休闲露营、洋楼打卡、乡村休闲、酷享悦动、舌尖食趣等一批主题
旅游消费路线
■ 充分利用东疆港水域，
发挥船艇运动协会作用，
打造东疆港海上运动基地

日前，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天津市关
于促进消费恢复提振的若干措施》
（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
意见稿围绕鼓励汽车消费、促进家电消
费、扩大住房家居消费、
拓展文旅体消费、
繁荣夜间消费、激活农村消费、做强会展
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优化消费环境九个
方面，
拟出台 20 条具体措施，
进一步促进
消费恢复和潜力释放，
提振消费信心。

鼓励汽车消费
在鼓励汽车消费方面，
征求意见稿提
出 3 项举措。增加个人专项摇号指标。
定向投放 2 万个个人普通车增量指标，
通
过专项摇号活动，
面向仍在摇号且已累计
参加 60 期以上（含 60 期）的
“未中签”
申请
人进行配置，
中签者须在我市购置新车。
加大新能源车推广应用。鼓励有条
件的区对个人购买新能源车给予更大的
支持力度。用好用足中央新能源汽车购
置补贴和充电设施奖补资金，
加大对小区
公共充电桩等领域支持力度。鼓励新增

机遇
支持
培育
带动

消费者更新淘汰能耗高、安全性差的电
冰箱、空调、电视机、洗衣机等家电产品。
鼓励开展家电促销活动。积极举办
“惠民补贴消费月”
“ 家电购物节”
“ 暖心
家装节”等活动，鼓励大型商场、家电生
产企业、电商平台等企业以打折、补贴等
方式开展家电以旧换新、绿色智能家电
和电子消费产品促销。

扩大住房家居消费
或更新的出租汽车（巡游车、网约车）、公
交、环卫、城市物流配送（接入城配平台）
等领域使用新能源汽车。探索氢能交通
领域创新融合发展，
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
车在我市大型钢铁生产企业、运输企业、
网路货运平台企业等领域推广应用。
搞活二手车市场。推动二手车交易
市场接入线上交易平台，扩大线上交易
规模。鼓励新车销售企业开展二手车经
销业务，发挥企业品牌优势，推出符合企
业标准的二手车。落实国家部署，对符
合国五排放标准小型非营运二手车，取

………… 吸引直播培训机构进驻
…… 出台政策推动直播产业发展
……… 为直播经济注入新鲜血液
……… 助力本土产业链集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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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迁入限制，促进二手车自由流通和企
业跨区域经营。

征求意见稿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定住房消
费。支持分区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促进家电消费
健康发展，优化个人购房信贷政策，引导
征求意见稿提出，强化家电消费扶
金融机构下调住房贷款利率，降低住房
持。用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专项资金， 商业贷款首付比例，保障住房刚性需求，
针对滨海新区、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 合理支持改善型需求。
静海区、蓟州区等县域六区，对改造提升
扩大家居消费。鼓励举办线上线下
家电销售网络、仓储配送中心、售后维修
相结合的房地产暨家装展示交易会，引
和家电回收等服务网点给予财政资金支
导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展卖房加赠家装、
持。鼓励有条件的区对消费者购置节
家具、家电等活动，
释放消费潜力。
能、智能型家电产品给予适当支持，引导
（下转第二版）

从场地补贴、
生活补贴、
带货奖励等 10 个方面支持直播经济发展

生态城打造电商直播高端人才聚集地

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
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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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累计为4800余户企业
出口退（免）税 120 余亿元
天津日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孙晓斌
沈祥）记者从天津市税务局获悉，
今年上半年，
我
市累计为 4800 余户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免）税
120 余亿元，
同比增长 3.5%。截至 7 月，
已为 2000
余户一类、二类出口企业正常办理出口退（免）税
业务，
平均时间压缩在 3 个工作日内。
为帮扶外贸企业缓解困难、促进进出口平稳
发展，今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出口
退税的政策和举措，助力稳外贸稳外资。近日，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要求，自 2022 年 6 月
20 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办理一类、二类出
口企业正常出口退（免）税的平均时间压缩在 3
个工作日内。
天津市税务局积极落实阶段性加快出口退
（免）税办理进度、优化出口退税办理流程，促进
外贸保稳提质，全力为市场主体“输血活血”、纾
困解难，
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这笔钱将用于革新生产技术和企业运转及
发放员工薪资。”宝坻区天津途乐户外用品有限
公司法人吕德全说，
“不要小看缩短的这几天，
对
我们而言，争取的是对外贸易的时间线，也是生
命线。
”
（下转第二版）

水利部针对北方 8 省区市
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新华社电 水利部 6 日 12 时针对北京、天
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陕西等 8 省
区市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据预报，6 日
至 10 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
河南、陕西等 8 省区市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海河
流域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
黄河
流域中游干流及支流汾河、山陕区间皇甫川、窟
野河、无定河、秃尾河、湫水河、下游大汶河，
淮河
流域山东小清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暴
雨区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发出通知，
要求相关地区水利部门和
水利部黄河、淮河、海河水利委员会密切关注雨
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会商分析和值班值
守，
重点做好水库、淤地坝和在建工程安全度汛，
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确保群众
生命安全。
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
提醒有
关地区和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边检人员主动靠前服务
近日，
我国最大单吊起重船舶
“蓝鲸”
号
在天津港深水锚地顺利结束换班补给后，
立
刻赶赴渤海海域投入安装作业。在港期
间，南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助力船方高效
完成 7 批次船员及随船人员登船、5 批次
船员离船转运和 4 批次保障物资装卸任
务，
为
“蓝鲸”
号重返深海保驾护航。
按照“一船一案、一事一办”原则，
南疆边检站将阵地前移、服务前置，密
切同海关、海事和属地卫健部门协调
联动，协调解决海上交通船舶资源紧
张等问题，加密陆地锚地往来频次，
在点对点全流程闭环管理的基础
上，确保了船舶换班补给“零延时”
“蓝鲸
蓝鲸”
”
号海上雄姿
“零等待”。

南疆边检站
护航
“蓝鲸
蓝鲸”
”号重返深海
文/记者 魏薇 贾磊 通讯员 韩磊 郭隆 图/南疆边检站提供

寨上街道统筹发展海洋一二三产业

杨家泊镇有支
“红骑兵”
宣讲队

释放“蓝色潜力”开启海洋经济升级版
寨上街道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统筹发展海洋一
二三产业，
全力打造蓝色增长极，
开启海洋经济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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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马扎”上讲活大理论
连日来，杨家泊镇活跃着一支“红骑兵”宣讲队，在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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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农田边利用农民们劳作间隙的碎片时间解读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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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遥宇航完成近亿元 Pre-A+轮融资

汉滨生态园及外围土地项目签约

进一步助力公司推进星组网业务

将园区打造成区域级农业名片

时报讯（记者 单毅 朱绍祥）记者从
保税区企业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云遥宇航”
）获悉，该企业于
近日完成近亿元的 Pre-A+轮融资。本
轮融资由中卫颐和投资领投，高脉联合
家族办公室跟投，去年独家投资云遥宇
航的“老股东”
元航资本追加投资。
据了解，
云遥宇航定位于集“全球空
间气象数据生产”
和“空间气象数据应用
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近年
来，
企业获得了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全国金奖等奖项，同时完成了
4 颗业务星、3 颗试验星在轨工作。
云遥宇航 CEO 李峰辉表示，此次完
成近亿元的 Pre-A+轮融资，将进一步助
力公司推进星组网业务。云遥宇航的目
标是建成在轨运行 80 颗卫星的全球组
网星座，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辅助上下游
产业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
实时性优于 20min 的气象预报信息及地
震短临预报信息，
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

时报讯（记者 张倩）近日，
天津市滨
海新区城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天津市
农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就汉滨生态园及
外围土地项目签订 750 万元租赁协议。
签约后，天津市农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将对汉滨生态园进行数字化、智慧化的
产学研集于一体的开发，将园区打造成
区域级农业名片。
汉滨生态园及外围土地项目坐落于
新区茶淀街道新四村，其中生态园面积
约 500 亩，园内建设有智能大棚、鱼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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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畜牧养殖区、景观湖等，外围待开
发土地面积约 1700 亩。
天津市农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未来，
公司将在现有基
础上加强对园区绿化及设施的维护，
增加
花卉、
树木、
蔬菜等种植。同时，
也将把农
业种植从简单的始端种植延伸至深加工
环节，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未来我们还
将推进在天津承接和运营涉农项目的标
准化管理、数字化管理和营销体系建设，
进一步赋能乡村振兴。
”
该负责人表示。

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聚焦科技服务创新发展
据新华社电 中国科协等 18 部门日前联合
发布通知，将于 9 月 15 日至 21 日在全国各地集
中开展 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今年全国科普
日的主题为“喜迎二十大，
科普向未来”。
根据通知，系列科普活动聚焦乡村振兴、生
态文明建设、
“碳达峰、碳中和”、疫情防控、安全
生产等国家重点工作，
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
块链、量子科技等科技发展前沿重点领域，让更
多公众深刻感知前沿科技魅力，
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作出贡献。
通知明确，
北京主场活动将在中国科技馆和
北京科学中心开展，
全国各地还将举办部委主场
活动、省级主场活动、系列联合行动、
“云上科普
日”
活动和特别参与单位专项科普活动。
其中，
部委系统联合行动将联合主办部委动
员本系统各级单位，
围绕信息技术、科学教育、核
科普、自然资源、生态文明、节水科普、乡村振兴、
卫生健康、应急科普、林草科普等本系统相关领
域，
广泛动员学校、科研院所、医院、企业、社会组
织等各方力量，开展科普活动和科普宣传，普及
科技知识，
提高公众科学素养。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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