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紧抓实抓细防控工作 有力有序抓好复工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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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我市多部门围绕精减单证、
优化流程、
简化手续等出台改革措施

持续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昨天，记者从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123 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疫
情发生以来，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商务（口岸）发展，全力以赴做好“六稳”工作，我
市多部门围绕精减单证、优化流程、简化手续、提效降费等方面出台一系列促进跨境
贸易便利化、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改革措施，持续推动跨境贸易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不断增强企业获得感。

天津
海关

生态城“政务小飞侠”上门服务审批
本报讯（记者 王睿）从 4 月 20 日开
始，中新天津生态城启动“2020 年营商环
境服务周”
活动，
旨在通过
“政务小飞侠”
审
批上门服务、助企“云服务”、重点项目“促
进度”
等主题活动，
为企业复工复产纾困解
难，打通便企“最后一公里”，同时聘请 50
余位企业家来当“监督专员”，优化区域营
商环境。
在“2020 年 营 商 环 境 服 务 周 ”活 动
启动仪式上，国网瑞嘉、杰科生物、中农
批 冷 链 等 50 余 家 企 业 负 责 人 受 聘 为 生
态城首批“营商环境监督专员”。今后，
他们将结合各自所看、所听、所感，及时
向生态城提供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意见
和建议。
活动期间，生态城将延续“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模式，推出“政务小飞侠”审
批上门服务。具体内容包括“6+X”，即定
制方案、预审代办、上门踏勘、证照送达、

本报记者 万红 王音

天津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间
已恢复疫情前最好水平

“疫情发生后，天津海关针对实际情
口“船边直提”和出口“抵港直装”，目前已
况，出台了一系列提升贸易便利化、助力企
被国家口岸办发文全国推广。
业复工复产的措施，集中释放了一批促进
此外，
天津海关还进一步优化了查验作
贸易便利化举措。”天津海关党委委员、副
业模式，推出邮寄海关单证服务，并开展了
关长王利兵表示。
“一对一”
服务，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
“比如，
为
在深化通关申报模式改革方面，天津
避免人员聚集，
疫情防控期间收发货人可免
海关进一步推广“提前申报”
“ 两步申报” 于到场协助海关查验，
选择委托存放货物的
“两段准入”
等新型通关模式。通过上述措
海关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
运输工具负责人
施的政策叠加，天津口岸进口整体通关时
等到场协助，
推动出入境货物快速验放。
”
王
间从疫情高峰期受各种不利因素影响的
利兵介绍，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已有政
100 小时以上，压缩到目前的 29.82 小时， 策的落实，结合企业需求，持续推出促进跨
已恢复疫情前最好水平，居于全国前列。 境贸易便利化举措，
支持天津港建设世界一
同时，天津海关还大力推进天津港集疏运
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助力天津口岸外
体系优化，深化关港联合创新，
率先推出进
向型经济稳定向好发展。

市商
务局

东丽区 4 月下旬规上工业全部满产达产
本报讯（记者 王音 万红）昨天，记者
从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123 场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 4 月 15 日，东丽
区 企 业 复 工 率 达 95.4% ，企 业 复 产 率 达
93%。1 月—3 月份，全区实际到位内资额
46.09 亿元，新注册落地 500 万元以上招商
引资项目 186 个，协议投资额 57.22 亿元，
储 备 各 类 优 质 项 目 345 个 ，协 议 投 资 额
852 亿元。
东丽区着力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截至
2 月底，实现规上工业和农业企业 100%、
限上服务业 90%、建筑行业 60%以上的复
工目标；截至 3 月底，规上工业产能恢复至
同期 90%以上水平，8 项市级重点工程、66
项区级重点工程全面开工；4 月下旬，规上
工业全部满产达产。
疫情期间，东丽区保持良好招商态势，
组织云招商、云推介等网络招商活动，
并通

强化京津两地联动合作
已出台 42 项便利化措施

市商 务 局 党 组成 员、副局 长 周 路 介
绍，在持续推动跨境贸易营商环境优化提
升方面，我市强化口岸部门联动协作，强
化京津两地联动合作，努力形成构建优化
营商环境合力。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结合
口岸实际，我市还推出了一批改革创新举
措。疫情防控期间，两地商务（口岸）、海
关四部门对外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入优化
京津口岸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
便利化若干措施的公告》
（京津联合公告
第 6 号）和《关于深化京津口岸营商环境
改革进一步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若干措
施的公告》
（京津联合公告第 7 号），并出
台了 42 项便利化措施。

政策宣讲、日常回访及其他服务，生态城各
部门工作人员可随时上门，为企业提供提前
介入、重点指导、全程参与的“点对点”服务，
助企业解难题。据了解，为将服务落到实
处，生态城确定了首批 20 个重点服务对象，
由管委会主要领导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
成的首批“小飞侠”队伍，第一时间赴区内丹
娜生物、杰科生物等重点企业现场服务，宣
传天津市“惠企 21 条”政策，了解企业复工
复产实际需求。
生态城管委会主任王国良表示：
“生态城
一直视营商环境为生命线，此次将以
‘营商环
境服务周’为契机，倾听企业意见和需求，把
解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生存发展之
危，作为生态城营商环境提升优化之机，构建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
环境，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
生态城已复工中小微企业达 2247 家，
“四上”
企业复工率达 100%。

同时，结合天津口岸实际，
将深化进口
货物“船边直提”、实施出口货物“抵港直
装”
、支持企业应用
“码头集港”
作业模式工
作纳入市政府“惠企 21 条”措施。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市商务局还会同中国
进出口银行天津分行、司法局、律师协会等
单位分别出台加强出口信用保险支持、为
中小外贸企业提供应对疫情影响专项国际
贸易法律咨询服务等惠企助企政策。
此外，市商务局会同天津海关、天津港
集团分别与北京市商务局、北京海关、滨海
新区商务局、天津报关协会等单位联合开
展了 5 场线上政策宣讲会，共为 513 名企
业代表进行了线上政策培训辅导。

过政府门户网站、公众号、自媒体平台、中介
机构等高频次、高精度、大范围发布各类招商
项目信息。在 2020 年东丽区重点项目网络
签约会上，签约 22 个项目，协议投资额 231.8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3 个；在天津市
2020 年重点招商项目“云签约”活动中，东丽
区与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协议投资额 68 亿元。
今年，东丽区将围绕新一代汽车技术、智
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四大工业主导产
业，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东丽经济
技术开发区大力推动汽车产业发展，投资 18
亿元的电装电机“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及逆
变器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全部达产后，预
计产值可达百亿元；投资 19.9 亿元、占地 308
亩的中汽中心燃料电池汽车国家检测中心项
目已签约落地，项目建成达产后营业额预计
达 34.5 亿元。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首季

浮置板兼容生产线投产

出港
“客改货”
包机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
记者从天津
航空了解到，4 月 18 日至 21 日 15:00 海航
集团旗下天津航空再次执飞 4 班国际
“客改
货”
包机，
分别从上海、武汉起飞，前往英国
伦敦、
西班牙马德里、
法国巴黎等地，
为当地
运送急需的医疗防护物资。这也是天津航
空首次执飞上海浦东出港
“客改货”
包机。
天津航空市场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天津
航空近期还计划开通前往德国法兰克福、
奥
地利维也纳等欧洲疫情较为严重国家和地区
的
“客改货”
航线，
保障当地民众防疫需要。

高新区上市企业达 12 家 全市占比超五分之一

本报讯（记者 张璐）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深交所取消疫情
期间上市仪式现场环节。昨天，滨海高新区为天津锐新昌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828，简称：锐新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深证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举行了敲钟仪式。据介绍，截
至 2019 年底，企业已经拥有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共 31 项，其中发
明专利 11 项，
大部分专利已应用于企业产品。
“上市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新起点，
更是对企业的鞭策。
”
锐新科技董
事长兼总经理国占昌表示，
“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扩张整体产能、
提
升生产技术水平、
提高生产效率、
进一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
锐新科技创建于 2004 年，主要从事工业精密铝合金部件设
计、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种类多、用途广，具体可划分为电
力电子设备散热器、汽车轻量化部件、自动化设备与医疗设备精密
部件。经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与施耐德、ABB、肯联、大福、西门
子等多家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并进入其全球
采购供应链体系。凭借在业界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公司于 2016
年入选中国铝工业百强企业名单。
滨海高新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单泽峰表示，锐新科技的
成功上市，为我市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疫情下的经
济发展增添了信心与动力。作为锐新科技成长的沃土，滨海高
新区把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滨海高新区上市企业已达 12 家，全市占比超五分之
一，涌现出了中科曙光、中环股份、三六零等一批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优质上市企业。

市市场监管委通报
图为中石化南港原油储备基地

南港工业区国家能源储备基地
成华北地区最大石油储备基地

本报记者 王涛 通讯员 韩骏 摄

储备能力近千万吨

将进行首节沉管对接

天航首次执飞上海浦东

锐新科技登陆创业板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为切实加强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的市场监管，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公布第八十三批典型案例。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苏溪（天津）贸易有限公司进
行检查。经查，该公司伪造“邱县大鑫贸易有限公司、山东惠森防
护用品中心”
厂名、厂址，并冒用
“广州新大春眼镜有限公司”
厂名、
厂址在京东商城销售护目镜，涉案产品 2489 只。当事人的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滨海新区
市场监管局已对苏溪（天津）贸易有限公司作出没收涉案产品、没
收违法所得 9.11 万元和罚款 14.05 万元的行政处罚。
武清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廊坊市勤芳商贸有限公司进行
检查。经查，该公司在武清区环渤海市场销售的“飘安”一次性使
用口罩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产品，涉案口罩 8 万只。当事人的
行为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三）项所指违法
行为。武清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廊坊市勤芳商贸有限公司作出罚款
2.5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
该局已对口罩来源进行追查。

国内首条 PC 构件和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
记者从中交
一航局获悉，
世界首艘沉管浮运安装一体船
“一航津安1”
，在深中通道E1沉管正式安装
的基槽内完成空载系泊演练，
标志着一体船
相关空载演练全部完成。一体船系泊演练，
即通过缆绳与提前布置在海底的锚系进行连
接，为绞移一体船到沉管安装位置做准备。
系泊是沉管由浮运到安装过渡的关键工序，
对沉管安全稳定及精准对接至关重要。按计
划，
“一航津安 1”
将于本月 25日开赴桂山岛
沉管预制厂连接首节沉管，
开展二次舾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
4月 20日 18时至 4
月 21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报
告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53 例
（中国籍 49 例、美国籍 2 例、法国籍 1 例、菲律宾籍 1 例），治愈出院
43例，
在院 10例（重型 1例、
普通型 7例、
轻型 2例）。
4 月 20 日 18 时至 4 月 21 日 18 时 ，我市无新增报告本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本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36 例，其中男性
73 例，女性 63 例；
治愈出院 133 例，
死亡 3 例。
4 月 20 日 18 时至 4 月 21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报告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 5 例（境外输入 4 例），其中转为确诊病例 2 例、尚
在医学观察 3 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 48 例、第 50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
出院标准，于昨日出院，
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 4 月 21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 3158 人，
尚有 150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公布第八十三批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孟兴）疫情发生以来，
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全力推动企业复工复
产的同时，
打出暖企稳岗
“组合拳”
，
主动精准
对接北京资源，
招商引资取得新成效。今年
一季度，
科技园新增注册企业73家，
注册资本
8.6亿元。中信网络、
大众出行、
合众共享、
中
合投大健康、
北京迪安捷精准医疗、
轻松筹、
北京蓝星清洗总部等多家企业签约落地。

“一航津安 1”

我市无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市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各类违法行为

新增注册资本 8.6 亿元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国内首
条兼容 PC 构件和浮置板生产的综合生产
线——中建六局绿建公司宝坻厂区 PC 生
产线正式投产。该生产线能够满足房建、
市
政两类工程的产品生产需要，
对推动经济发
展、
绿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
义。宝坻工厂生产线采用了智能化信息系
统、
自动化布料系统等 10 余项 PC生产线先
进技术，
综合年产能达到12万立方米/年。

4 月 20 日 18 时至 21 日 18 时

115 名海关协调专员
“一对一”
服务企业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通讯员 王
斌）加工贸易手册延期怎么办理、复工急
需的生产原料如何更快通关、不到场查
验需要什么手续……日前，天津海关选
派 115 名协调专员与辖区内的进出口企
业进行对接，开展
“一对一”
政策服务。
复工复产，生产原料的及时到位是
关键。相关行业产能逐渐恢复后，国内

市场下游企业对电子类产品配件的需求量
激增。日前，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进口的一批手机电池隔膜急需通关。海关
协调专员在政策服务过程中向企业推荐了
“船边直提”
模式，全程指导办理业务，
并帮
助协调港务、运输、货代等部门，货物卸船
后仅 4 小时即运抵企业仓库。
光宝电子（天津）有限公司生产的是医疗

河西审批速度按下“快进键”

速度再快 48 小时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 通讯员 于玲）
“河西的速度令人惊叹，
河西的服务让人温
暖！”昨天上午，天津中交绿城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成功取得陈塘科技商务区 W3
地块的施工许可证。从今年 2 月 26 日摘
得该地块后，短短 26 个工作日就取得施工
许可证，这让企业负责人在激动之余，
更多
的是暖暖的感动和满满的信心。
陈塘科技商务区 W3 地块摘得时间正

逢我市疫情防控关键期。为做好特殊时期
项目审批的各项工作，河西区政务服务办
主动靠前服务，第一时间与企业取得联系，
会同联审部门召开了线上项目对接服务
会，制定专属服务方案及并联办理工作路
线图，多次深入企业实际了解情况，
“手把
手”指导企业，相关手续采取容缺后补、以
函代证快速推进，并针对项目审批中的难
点问题做好沟通和服务，多措并举促进项

用品上游配件。此前，
企业遇到了原料供应短
缺的问题，
得知这一情况后，
天津海关紧急联络
地方商务部门，
经多方努力，
最终解决了生产原
料在保税区无法提货到厂的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天津海关专门
开通了帮扶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服务“绿色
通道”，快速受理，精准服务，截至目前已帮
扶企业 459 家次。

目尽快开工建设。
从 71 天到 28 个工作日再到 26 个工作
日 ，河 西 区 项 目 审 批 速 度 不 断 按 下“ 快 进
键”。高效便捷的行政审批服务只是河西区
优良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日益浓厚的创新
驱动氛围、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丰富优质
的教育医疗资源、格调清雅的“高颜值”生态
环境、持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都是
成就河西区宜居宜业宜人“大营商”环境的
核心。今年一季度，中交二公局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北京航天长峰科技工业集团、
天津津贸通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中津雅宁
（天津）园区管理有限公司、天津海河设计集
团公司、国银华夏（天津）城市开发有限公司
等一批重点项目纷纷落户河西，为城区高质
量发展平添后劲。

第五十五批疫情防控典型问题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4 月 21 日，市市场监管委疫情防控暗访
督查组对滨海高新区、空港经济区部分商场、超市、菜市场落实《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卫生防护指南》情况进行了明查暗访，并
将发现的第五十五批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滨海高新区物美生活广场营业面积超过 5000 平方米，出入口
处未安装流量控制设施、未标明限流人数；部分入口无人值守，顾
客可随意进出；直梯无限乘人数提示牌、未明确站位点，自动扶梯
处无人员间隔标识；未设置隔离房间。该商场在疫情防控一级响
应期间，没有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卫生防护
指南（第二版）》中关于控制顾客总量、严格顾客管理、合理使用电
梯和设置隔离房间的规定，存在防控风险。
空港经济区天津鹏驰五菱宝骏空港店（天津丰菱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入口处管控不严，有些顾客未经扫码测温即可进入；未标
明限流人数；
店内无消毒记录；
部分销售人员口罩佩戴不规范。该
汽车专卖店在疫情防控一级响应期间，
没有严格执行《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流行期间商场卫生防护指南（第二版）》中关于严格顾客管
理、控制顾客总量、清洁消毒管理和员工健康防护及管理的规定，
存在防控风险。
针对上述问题，疫情防控暗访督查组要求以上商场和专卖店
立即整改，并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下一步将对整改落实情况开
展跟踪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