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 2

Top News

2022 年 8 月 7 日
星期日

责编：陈青松 校对：
肖仲 制作：
王金刚

滨海建投与渤化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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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记者 岳立杰 报道 戴枭翔 摄影

机遇
吸引直播培训机构进驻
阮焕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曾在北
京电视台工作多年，
从一名主持人一路打
拼做到节目制片人，
后来选择进入电商行
业。传媒行业的工作经验、直播经济和短
视频行业的异军突起，
极大助力了阮焕晴
的职业发展。这几年，
她一直担任中国电
子商会网络直播与短视频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主要负责行业人员的国家级培训、
认证和资质审核，
为直播带货和短视频运
营提供企业级解决方案。
“滨海新区是一
个国际化的区域，人员素质普遍较高，而
且天津人的表达能力和思维模式能为直
播行业提供很好的发展土壤，
尤其是他们
骨子里的那种‘哏’
，
非常适合做直播和短
视频。”阮焕晴介绍说，2021 年 10 月，阿里
巴巴集团经过多方考察，
决定与中新天津
生态城合作建立乐淘直播基地，
她便来到
基地担任负责人。
“电商是由人、货、场三要素构成的商
业体系，
其核心在于交易与变现。
”
阮焕晴
告诉记者，拥有北方第一大港的天津，
“货”
尤其是进口货品自然丰富无比，
相对
不足的是“场”和“人”。因此，补短板、炼
强项，
也就成了这两年滨海新区电商领域
的发力点，
这和她要在北方打造直播人才
培养基地的想法完美契合。

支持
出台政策推动直播产业发展
为促进生态城直播产业做大做强，
打
造直播产业高地，
生态城参考国内先进区

当下
“直播带货”
作为新型线
上消费模式受到消费者青睐，在
为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注入新动
力的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人从事
这一行业。中新乐淘直播基地负
责人阮焕晴就是转行进入直播行
业的。

域直播产业政策办法和经验做法，
结合区
域实际制定了《中新天津生态城加快直播
经济产业聚集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
从场地补贴、生活补贴、带货奖励、签约奖
励、贷款贴息等 10 个方面，对在生态城注
册登记并实际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电商
直播、秀场直播、短视频制作、供应链管理
等直播产业重点企业及优秀主播给予扶
持，推动直播产业聚集发展，创新培育生
态城现代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促进
产业转型升级。
“政府从营商环境建设到
资源整合都给了直播经济发展很大的支
持，
这一年来我们用政府的政策吸引直播
行业企业来到这里，在这里扎根，形成聚
集效应。
”
阮焕晴说。

培育
为直播经济注入新鲜血液
阮焕晴认为，
在“无电商不直播”
的当
下，主播及其运维团队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一年来，
中新乐淘直播基地持续探索
建立以创业教育为入口、以产业运营为核
心、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直播化、数字
化、产业化”
教育发展新模式，
为生态城直
播经济引入专项人才、注入新鲜血液，打

定人设、选品、直播等环节入手，
深度体验
主播、运营负责、短视频编导、摄像等岗
位，
亲身感受“直播创业”
全过程。她告诉
记者，现在工作不用在固定时间，她终于
可以兼顾事业和家庭了。

带动
阮焕晴（中）同工作人员讨论直播技巧

助力本土产业链集聚发展

造新型人才培育阵地。
2022 年 4 月，基地以大学生直播大赛
为桥梁，与新区各高校展开合作，为在校
生和毕业生进行互联网营销培训，
打造直
播行业就业创业“直通车”
。除大赛外，
基
地还联合高校共同建立“乐淘互联网营销
产业学院”，每年可提供超过 600 个就业
岗位，培育和聚集互联网营销产业人才
3000 余人。同时，基地与生态城妇联、社
区联动，
组织了一系列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直播游学体验”活动，为有直播意愿的
“宝妈”
等社会群体提供技能培训、场地环
境、供应链选品等支持。目前，直播基地
精心打造的主播孵化基地、直播电商基
地、内容短视频制作生产基地等已初具规
模，成百上千名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以及
“宝妈”
等人群在此学做直播带货。
刚入行的“宝妈”主播陶女士告诉记
者，她接触直播行业刚刚一个月，目前就
已经在基地有了自己的专属直播间。陶
女士曾做过 10 多年幼儿教育培训师，生
了二宝后辞职当起家庭主妇。看到乐淘
直播基地招募主播的消息后，
她按捺不住
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直播行业的好奇
加入这里。一个月来，她从注册账户、确

目前，
以中新乐淘直播基地为重要载
体，
生态城直播经济上下游产业链正在加
速聚集。近半年来，
中新乐淘直播基地已
经与 326 家网络直播营销机构建立合作
关系，入选商品 560 多种，签约主播及外
接一线达人 300 余人，为入驻企业提供人
员、供应链、代运营业务对接等服务。
同时，
基地借助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培育建设这一重要契机，
为京津冀和天
津本地特色产品嫁接新的商业模式，让
“老字号”
实现“情怀”
与“效益”
双丰收，
为
“中华老字号”
长芦汉沽盐场提供运营、培
训、供应链等方面的指导与支持，有效拉
动了长芦汉沽盐业品牌与销量双提升。
基地近期还与茶淀葡萄及本土家装、文
旅、科技等企业建立初步合作关系，通过
资源整合和专业人员输出，
赋能更多当地
企业发展，盘活电商“场域”，实现本土产
业链集聚发展。
展望下一年基地的发展，阮焕晴说：
“我们下一步要继续补强招生和培训力
量，
把更多先进管理经验和人才引进到咱
们这儿来，
让基地成为北方最大的互联网
营销人才培训和输出中心。同时，
我们希
望把这些人才输出到周边去，
带动整个区
域经济发展。
”

“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大家”
——记“天津好人”称号获得者刘敬福
“我个人感觉没做多大的事，获得这么大的荣誉挺意外的。”提起自己于千
钧一发间救下女童的事，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和风路派出所社区警务队警长
刘敬福觉得，这对警察来说其实是件小事，任何警察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出手。
“我这回就是赶巧了是在商场，有监控录像记录下过程，大家就给我宣传，现在
还获得‘天津好人’称号。我觉得这项个荣誉应该是属于所有战友的，我们的工
作就是保护大家。”
刘敬福说。

子，刘敬福也格外关注孩子的成长，近年
来，
他发现青少年心理问题较多，
“容易走
极端，动不动就离家出走，后来就想有没
有缓解的渠道，当时就问了一下，正好有
刘敬福在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进行
资源，
就在我的警务室里开设了一个公益
性的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专门为青
安全教育
本人供图
少年做心理疏导。
”
刘敬福介绍说，
现在有
间，小女孩已被“带”到 3 米多高的半空
贪玩爬扶梯，这才有了当时危险的一幕。 两个团队愿意来做辅导，
自己后续跟踪了
千钧一发救女童
中。危险随时可能发生，
刘敬福见状奋力
刘敬福的见义勇为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
一下，发现效果还不错，辅导站也得到生
今年 5 月 29 日下午，刘敬福在滨海新
向小女孩处跑去，
在小女孩掉落之时张开
致肯定，
大家都说，
这一接救了孩子，
救了
态城家长们“点赞”。
区中新天津生态城星光汇商场出警途中， 双手徒手接住孩子。
“我也是当父亲的，
这
奶奶，
也救了一家。而此时的刘敬福又进
除此之外，前不久，刘敬福还被生态
听到远处传来小孩的喊叫声。循声寻找
个小姑娘跟我儿子差不多大，
当时看到这
入了工作模式，继续前往目的地处置警
城伟才幼儿园聘为法制副园长。他通过
过去，
刘敬福发现一个四五岁小女孩在自
个情况也没多想，也着急，就伸手接了。” 情。直到回到单位后，
他才发觉左臂肌肉
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
为学校的老师普及
动扶梯外沿被扶手“拽”着向二楼攀升。 刘敬福说。
拉伤，
手机都拿不动了。
法律知识，
对幼儿园的孩子们进行安全教
随着扶梯移动，小女孩离地面越来越高，
孩子接住了，
刘敬福悬着的心也放了
育，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让法律知识“走进”
当好儿童成长的“保护人”
逐渐体力不支，
抓着扶梯带的手也松开了
下来，确认孩子安然无恙后，将她交给她
幼儿园。
记者 范炳菲
一只，加上扶梯外延狭窄，小女孩只能一
的家长，并嘱咐小女孩注意安全。原来，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孩子，性格也比
滨海新区道德模范专题宣传
手紧抓扶梯带，
单脚踩在扶梯外沿。转眼
是奶奶忙着看店没时间陪孙女玩，
小女孩
较随和，
孩子们也挺喜欢我。
”
因为喜欢孩

聚焦重点领域 释放消费潜力
（上接第一版）

拓展文旅体消费
在拓展文旅体消费方面，
征求意见稿
提出 3 项举措。打造精品旅游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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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化文旅市场线上线下合作。加强与
大型网络直播平台合作，
开展天津文旅产
品的直播带货活动，
免费在线促销
“吃住行
游购娱”
等相关产品。高水平开展
“你好天
津”
系列直播活动，
做好
“天津有礼”
线上线
下全方位宣传，打造“天津有礼”礼盒套
装。引导品牌主体创新开展旅游商品线上
营销，
支持开办电子商务平台旗舰店。
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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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东丽湖优美
自然风光，
打造东丽湖露营基地。持续开
发 V1 汽车世界，建设集名车展销、驾驶体
验、赛车驾训、
专业汽车赛事等于一体的汽
车产业特色项目。加大对蓟州民宿等特色
消费场所的宣传推介，
举办五大道咖啡节、
东丽湖文化旅游体育节等品牌活动。

繁荣夜间消费
在打响“夜津城”
品牌方面，
征求意见
稿提出，打造“夜购津货”
“夜品津味”
“夜
游海河”
“夜赏津曲”
“夜嗨津城”
“夜读津

城”6 张名片，引导全市重点商场、商业
街、夜市、文旅、餐饮等商户推出形式多样
的夜间优惠折扣、新品发布、灯光秀、艺术
品鉴赏等活动。支持各区举办夜市、啤酒
节、美食节、音乐节等夜间促消费活动。
丰富夜间活动内涵。继续推进有条
件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以及旅游景
区等场所延长开放时间，
开设夜间艺术讲
座、沙龙、分享会、游园会等。鼓励海河游
船在周末和节假日延长营业时间。发布
《天津深夜食堂地图（3.0 版）》，建立深夜
食堂联盟，打造最美“夜津城”好去处、最
美夜购门店、最美夜逛商圈。

力消费市场恢复。
强化展销联动。加快引进具有国际
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的展会项目，
按照展
览面积，
对展览主办单位给予财政资金支
持，吸引展会向天津集聚。利用自行车、
家具、食品等消费品展会打响天津消费品
产品知名度，
提振消费信心。高水平举办
世界智能大会、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北
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中国（天津）
国际汽车展览会等展会，
提升影响力。

协同，围绕百货、家电、汽车、餐饮等商品
开展打折促销。用好寒暑假及劳动节、中
秋节、国庆节等重点节假日，鼓励开展周
末周边、母婴亲子、餐饮美食、民俗集市、
夜间消费、文博文创、新品首发首秀等各
种形式消费促进活动，
支持各类线下实体
和线上平台举办店庆、周年庆、网购节等
优惠促销。深入开展振兴老字号行动，
支
持消费品老字号建设旗舰店、体验店，鼓
励老字号打造“天津礼物”
品牌，
做大做强
老字号品牌。
培育新型消费
优化消费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围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
创新消费业态和
绕大宗消费、
新型消费、
服务消费等重点领
模式。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
加快线
域创新消费信贷产品，
提供个性化金融产
激活农村消费
上线下消费有机融合，培育壮大“互联
品，
支持新型业态发展。推广“商圈融资”
为加快开展消费品下乡，
征求意见稿
网+”旅游、养老、家政、体育、健康、托育
模式，鼓励银行机构延期还本付息，向零
提出，组织日用消费品、家电、家居、汽车
等消费新业态。鼓励传统零售企业数字
售、
餐饮等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企业发放贷
等企业举办“品质消费农村行”
活动，
促进
化转型升级改造，引导餐饮、商超、菜市
款，
提供专属金融服务方案。充分发挥天津
市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用，
加强公共信用信
农村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引导一批实
场、药店等拓展线上渠道，打造“云上商
息与金融信息共享整合，
推广
“渤银 E 贷—
力强、信誉好的商贸流通企业通过流动售
店”
“云上街区”
。引导实体商家利用达人
货车送货下乡等形式，
为农村居民提供食
探店、博主种草、用户点评等方式吸引线
海河贷”
，
运用信用手段释放消费潜力。
品、日用品、小家电、农资等各类商品。
上客流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拓展无接触
营造放心消费环境。严格落实网络
推进农产品进城。引导电商平台加
式消费体验，
鼓励商业街区、旅游景区、居
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制度，
鼓励引导
大“津农精品”采销力度，推进“互联网+” 民社区布局智慧商店、智慧餐厅、智慧驿
企业建立线下无理由退换货机制和赔偿
农产品出村进城。组织更多品牌农业企
站、智慧书店等智慧门店。
先付制度。加强在线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业通过参加全国综合性展会、举办地方特
建设，建立消费维权绿色通道，降低消费
优化消费环境
色农产品产销对接会、直播带货等形式，
维权成本，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
强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
强化公共服务质
拓展销售渠道，
打造“津品出津”
品牌。
在优化消费环境方面，
征求意见稿提
量监测结果运用，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出 3 项举措。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打响
做强会展消费
海河国际消费季品牌，
实行“一区一主题”
此次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征求意见稿明确，
安全有序恢复展会 “一业一方案”，
4 日至 8 月 12 日，如有意见建议，可以电
构建“周周有精彩、月月有
活动。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 新意”
的丰富场景。开展“津乐购”
消费券
子邮件形式反馈，
并注明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邮箱：
sfzggwfwyc1@tj.gov.cn。
有序恢复举办会议、展览、展销等活动，
助
发放活动，
强化市区联动、政银联手、区域

时报讯（记者 戈荣喜 战旗）8 月 5 日，滨
海建投集团与渤化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未来，双方将在片区开发、生态环保、城市更
新、新能源、文化旅游、农业产业园建设、冷链
物流、工业物业管理、职教园建设、住房建设服
务等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全方位合作。
渤化集团历史悠久，
被誉为中国制碱工业
的摇篮和近代化学工业的策源地。渤化集团
的产品涉及氯碱、有机化工、无机化工、精细化
工、橡塑加工、生物化工等诸多领域近 3000 个
品种，众多产品的产量居中国化工行业前列，
在中国和全球各地享有良好声誉。
滨海建投集团作为滨海新区从事基础设
施投融资建设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
在新区已
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1700亿元，
形成了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和新基建、
区域综合开发和城市更新、
生态环保和新能源、物资贸易、科技金融、乡村
振兴、
城市服务七大业务板块，
正在向成为专业
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目
标迈进，
全力打造新时代经营城市龙头企业。
本次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双方共同提升产
业能级，实现产业互补发展，也将为滨海新区
落实“双城”
发展战略，
加快美丽“滨城”
建设注
入新活力、增添新动能。

结合
“三下乡”
活动
新区科协开展反邪教宣传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滨海新区科协
获悉，近日，2022 年滨海新区农村电影公益放
映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在
胡家园街道贻城知祥园南广场举行。为进一
步增强农村群众的反邪教意识，
提高村民的识
邪防邪能力，
新区科协充分利用该活动举办了
一场以“反邪教进乡村”为主题的反邪教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围绕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主题，
通过悬挂横幅、设
立咨询点、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宣传讲解反邪
教、扫黑除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知识，
引导群众相信
科学不迷信，
培养乐观健康的心态，
增强网络安
全意识，筑牢思想防线，靠自己的双手勤劳致
富，
提高群众的法治意识和维护国家安全意识。
此 次 反 邪 教 宣 传 活 动 共 发 放《百 年 华
诞 平安天津》
《津无邪 共同守护》等宣传材
料 200 余份 ，既丰富了“三下乡 ”活动内容 ，
又宣传普及了反邪教知识，提高了乡村群众
的识邪、防邪、反邪能力，
受到了基层群众的欢
迎和好评。

新区税务部门
优质高效服务获点赞

记者 李楠 摄
时报讯（记者 战旗 张惺卓）
“太感谢你们
了，千方百计为我们想办法解决难题，让我们
切身感受到税务部门‘工作一分钟，服务六十
秒’
的主动担当和工作作风。为滨海新区税务
局的高效优质服务点赞！”
近日，
中石化第四建
设有限公司的财务人员将一封感谢信与一面
锦旗送到滨海新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由于
该企业有较多的海外工程项目，
员工众多且多
在海外，
面临的申报问题较为复杂。详细了解
企业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后，
区税务局第一时间
召集业务骨干商讨解决方案，
在向企业财务人
员全面细致讲解政策的基础上为企业开辟绿
色通道，
统一接件，
一窗办理，
周到的服务收获
了企业赞誉。

我市累计为 4800 余户企业
出口退（免）税 120 余亿元
（上接第一版）
“588 万元的退税款申报后
很快到账，资金流一下子活起来了，减轻了我
们向供应商付款的压力，
也为我们不断创新产
品，
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提供了支撑。
”
天津天石休闲用品有限公司是东丽区一家生
产服装和睡袋的出口企业。公司财务人员表
示，
退税提速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022 年全国科普日活动
聚焦科技服务创新发展
（上接第一版）
“云上科普日”活动将利用
全国科普日平台做好各地各类线上科普活动
的集中汇聚和宣传展示，推出“云上科普日”、
“开学科普季”、网络互动话题、直播等系列线
上活动，扩大优质线上活动的影响力和覆盖
面，营造爱科学、学科学、传播科学的网络环
境，
带动广大公众参与线上科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