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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交通运输部门出台11项新举措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网约车驾驶员证核发”全程网办
本报讯（记者万红）压缩审批时间、承诺

办结时间、优化小客车指标调控系统……昨
天，市交通运输委出台了11项新措施，涉及
施工审批、道路运输、港航及小客车调控四方
面，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深化“放
管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施工审批方面
公路工程建设审批时间将压缩为

53个工作日

记者了解到，在施工审批方面出台了3项
措施。公路工程建设审批时间，也就是从项目
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证的时间，将由55个工作

日压缩为53个工作日。地方铁路工程竣工验
收承诺办结时间，将由30个工作日压缩为15
个工作日。公路、高速公路涉路施工许可承诺
办结时间，将由8个工作日压缩为7个工作日。

道路运输方面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

核发”全程网办

在道路运输方面，普通道路货物运输经
营许可承诺办结时间，将由5个工作日压缩
为工作日当场办结。在对公路、高速公路上
行驶超过公路、桥梁技术标准的车辆许可中，
将风电叶片运输车辆装车现场核验调整为信

用承诺制审批，企业提供信用承诺书后直接
审批。实施“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核
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核发”全程网
办，实现行政相对人办事“一次不用跑”。对
各区开放运政系统权限，实现各区交通运输
部门自主打印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方便行
政相对人就近领取证件。

港航方面
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承诺

办结时间压缩为5个工作日

在港航方面，内河省际客船运输经营许可
承诺办结时间，将由20个工作日压缩为5个工

作日。危险货物港口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承
诺办结时间，将由18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
日。对水上拖带大型设施和移动式平台许可中，
需要提交的“实施拖带的拖轮清单”实施承诺制。

小客车调控方面
部分单位申请网上小客车更新

指标更方便

在小客车调控方面，进一步优化了小客
车指标调控系统，对组织机构代码与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不匹配的单位申请网上小客车更
新指标，实施系统智能比对后自动生成更新
指标，无需申请单位再提交证明材料。

本报讯（记者曲晴）连日来，我市紧锣
密鼓地进行春节节日气氛布置，突出建党
百年主题，坚持“喜庆、祥和、勤俭”的原则，
采用“国旗、中国结、树挂串灯、实景造型和
夜景灯光秀”等主题元素，对重点地区、主
要道路、入市口道路、水系、建筑物进行设
计装点，形成节点组团、点线相连、喜庆祥
和的节日氛围。
据了解，今年我市春节布置营造“山

河锦绣、国泰民安，和顺致祥、幸福美满”
的节日氛围。全市各区也都全力实施布
置，增加津城年味，形成灯火辉煌、大气
磅礴的迎新春繁荣景象。截至目前，和
平区已完成抗震纪念碑、南京路海光新
邨两处节日气氛布置点位，节点突出、气
氛热烈；河西区在友谊北路与马场道交
口设置“金牛贺岁”、友谊路与围堤道交
口设置“恭贺新春”、广东路设置春节广

告画布；河东区在十一经路等道路两侧
悬挂景观灯笼造型灯饰，在万达大型商
业综合体设置春节景观造型；河北区完
成11个灯光组团、悬挂串灯和中国结，简
约大方、构思巧妙；南开区对部分绿地位
置进行节日夜景气氛灯光装饰，对南开
三马路、长虹公园、长江道三座天桥进行
节日祝福标语布置；红桥区对勤俭道、南
运河南路等四条道路悬挂树挂串灯；东
丽区在利津路悬挂中国结，在跃进路悬
挂国旗、串灯，在先锋路沿线悬挂灯笼、
串灯；西青区在区政府周边主干道路两
侧、天津南站周边灯杆安装树挂串灯、杨
柳青年画灯、隧道灯，形成灯火阑珊不夜
天美景；津南区完成LED国旗、灯杆中国
结、隧道灯、串灯、网片灯、流星雨布置，
以及灯光节点景观造型3处，形成繁荣热
烈、五彩缤纷的喜庆氛围。

津城迎春“巧梳妆”
本报讯（记者 万红）2021年春节将

至，昨天，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春节消费
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守护安全，提高防控
意识，科学合理理性文明消费，欢度快乐祥
和的新春佳节。

提示一
提高防控意识，做好安全防护
天津市消协建议消费者，非必要不出

津、在津过年，非必须、不聚集，减少不必要
的聚会，尽可能缩短外出活动时间，提高防
控意识，严格遵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
防护措施，科学正确佩戴口罩；谨慎参加各
类封闭休闲娱乐场所活动，如必须出行，尽
量提前预约，并全程佩戴口罩、配合扫码、
测温，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提示二
理性文明消费，避免囤积浪费
购买年货及其他消费品时，提早规划

好购置的种类和数量，尽可能缩短购物时
间，认清商家的打折优惠活动规则，不盲目
跟风、抢购囤积，不接触野生动物，不购买
和食用有关部门明令禁止和来历不明的食
品，提倡自助消费、非接触扫码结算。选择
预付式消费，要充分考虑疫情因素，对于金
额较大、使用时间较长的预付式消费，更要
谨慎选择，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
权利义务。

提示三
线上购物消费，做好消毒防护
鼓励消费者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采购年货，缓解人群聚集压力。线上消费
时，应选择正规电商平台，要妥善保留交易
记录，并索要发票。收到快递包裹，要先进
行消毒，打开包裹后，及时用肥皂或洗手液
洗手。

提示四
科学合理饮食，坚决避免浪费
春节期间饮食应该注意荤素搭配，营

养合理，不吃生冷食物，不要暴饮暴食、过
度饮酒，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外出就
餐时做到文明点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用餐时实行分餐制，自觉使用公勺、公筷，
倡导“光盘”行动，避免浪费食物，拒绝食用
野味。

提示五
保护个人隐私，防范电信诈骗
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

信，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及
家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好个人隐私，决不向
陌生人汇款、转账。

市消协发布
春节消费提示

随着春节的临近，津城处处添年味。在南翠屏公园内，挂起的大红灯笼等主题布景，
让市民在春节期间尽享“年”的喜悦，感受“春”的气息。 本报记者吴迪摄

为进一步满足市民尤其是就地过年群众的消费需求，我市开展特色促消费活动，其中
推出的金街“口碑街”，在口碑平台搭建金街线上销售商场与线下活动相结合，让市民聚享
实惠。 本报记者吴迪通讯员兰飞摄

市金融局支持融资租赁公司融资

5亿元新年首单已发行

国家海洋博物馆

做好龙头挖掘海洋文化主题资源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市金融局获悉，日前，狮桥
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规模5亿元公司债，由
此揭开了2021年天津融资租赁企业融资的新篇章。

融资租赁业一向是天津金融领域的亮点。具有
“融资”“融智”双重特色的融资租赁业，融得资金就能
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刚刚过去的2020年，我市共有9
家融资租赁公司发行债券78笔，发行规模531.3亿元，同
比增长59.3%。其中，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发行规
模最大，达119.3亿元，占比22.5%；有13家融资租赁公司
发行84只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规模368.6亿元，同比增
长20.8%。

这些融资租赁企业能够从源头上获得资金活水，除了自
身的信用、业务能力过硬之外，也跟市金融局的支持与服务
分不开。市金融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的部署要求，把改善软环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中
之重，主动担当作为，深入探索业务创新模式，积极支持融
资租赁公司合理运用金融工具拓展融资渠道。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家海洋博物馆了解到，
作为滨海新区靓丽的文化旅游名片，“十四五”开局之年，
该馆将在前期提升完善展馆建设基础上，深入挖掘海洋强
国文化支撑内涵，串联周边文旅资源，助力推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打造建设两个“中心”支
撑点。

国家海洋博物馆场馆内部建设已于2020年12月全部
完成，共16个展厅展出近万件藏品。2021年，国家海洋博物
馆将把博物馆资源与自然资源、文化资源相融合，串联整合
滨海新区丰富旅游资源，不仅将自身打造为观众认识海洋、
关心海洋、爱护海洋的展示、体验、参与中心，成为天津新的
打卡地，更要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促进滨海新区文化旅游资
源聚集，为拉动两个“中心”文化旅游产业做好支撑。

立足打造具有国际水平和天津滨海特色的海洋体验旅游
项目，今年国家海洋博物馆将依托现有场馆附属空间，建设海
洋公园，推出户内户外相融合的海洋主题特色营地体验活动，
该项目计划于今年10月前后对公众开放。配合以上活动，国
家海洋博物馆还将实施延时闭馆，让以海洋文化为主的夜经
济把观众留下来。

此外，国家海洋博物馆已经与相关国内野生动物、海洋
生物运营和保护企业达成共识，将在海洋生物的保护、展
示、研学、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形成富有特色的海洋体验
项目。

线上 + 线下 =
不打烊的丰收节
——我市首家区级优质农产

品展示中心亮相北辰

■本报记者王音

徐堡大枣、庞嘴戗面馒头、东堤头萝卜……
这些带着浓浓农家“土味儿”的优质农产品都
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美食。然而，网络信息时
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这些乡间好味
道被更多人知晓，端上更多家庭的餐桌？北辰
区启动了全市首家本地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
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打造“不打烊的丰
收节”，把优质农产品推广到千家万户。

昨天上午，北辰区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
启动运营。该展示中心汇聚了52家入驻企
业和农产品种养殖户，其中有固定展位的企
业31家，涉及特色农产品104个。
“今儿心里真高兴！以后这就是咱的‘大本

营’，我们把各自的好东西都拿来展示，让更多
人知道咱北辰有这么多好东西。”在展示中心现
场，金亚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洪热
情地向参观者展示自家产的鸡蛋。

北辰区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由北辰区农
业农村委主办，是全市首家实现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区级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将成为北辰
区农业龙头企业和特色农产品品牌推广、形象
展示的窗口。
“以展示中心为平台，将分散的农产品整

合、集中展示，主打品牌效应。农业企业之间
强强联合、抱团取暖，把品质好、价格实惠的农
产品提供给市民，扩大本地优质农产品的影响
力，助力农户增收，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北
辰区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张凯说。

该展示中心采取“线下实体+线上平台”的
运营方式，“线下实体”是由政府搭建公益性农
产品宣传平台，全天候对外开放参观，让市民近
距离了解和品味物美价廉的农产品；“线上平
台”是指通过北辰区农产品区域电商平台，将品
牌农产品全部网上销售，实现统一价格、快速下
单、配送上门，让当地优质农产品走进百姓家。

本报讯（记者 孟兴 摄影 王涛 通讯员 程程）昨日，“朱德
号”HXD3D1886机车“C5级修”修竣出厂仪式在位于天津港
保税区的天津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举行。

据介绍，“朱德号”配属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
司哈尔滨机务段，机车历经蒸汽、内燃、电力等五次换型、六次
换车，已有74年的历史。“朱德号”机车长张佳生告诉记者，他
是这台车的第24任机车长，“我是2012年上车，亲历了2017
年机车的第五次换型。”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李蕾）日
前，由中铁一局集团承建施工的津石高速公
路重要节点工程——独流减河特大桥右幅
139-140-5号最后一片50米长的预制T梁
实现平稳架设，标志着津石高速公路天津东
段十标段主线贯通。

津石高速公路天津东段工程，建设长度约
36.5公里，东起南港工业区、西止于荣乌高速，
自东向西按区域划分有大港段、独流减河大堤
段、西青段三个段落。其中，大港段的预制梁
场标，即第十标段，由中铁一局集团负责承建。

推动清华科技创新成果在津落地转化

生态城与清华大学再签合作协议

天大仿生机器人
可当太空“捕手”

本报讯（记者姜凝）形如象鼻、章鱼触须，
又像一只灵巧的手臂，具有结构柔顺性和环境
适应性，无需配备复杂的传感系统，就能在未
知环境下执行避障探索等动作。这款新型连
续体仿生机器人，是由天津大学现代机构学与
机器人学中心康荣杰副教授团队近日研发的，
突破了传统机器人通常只在规定空间内作业
的局限性。目前，该成果已初步应用于空间非
合作目标捕获的研究，可成为出色的太空“捕
手”，处理失效卫星和太空碎片，还可应用于灾
难环境救援、航空发动机探修等特殊场景。这
一研究成果已在机器人领域国际权威期刊《机
器人学研究（IJRR）》上发表。

该团队研发的新型连续体仿生机器人，在
视野盲区，可利用安装在机器人末端的摄像头
和机械手绕过障碍物对目标进行抓取。为了
提高其柔性结构的负载能力，课题组还在机器
人内部设计了由记忆合金驱动的刚度调节机
构。当机器人到达预定的操作位置后，可将驱
动丝与约束盘相对锁定，进而最多可提高机器
人3倍的刚度，使机器人从“柔”变“刚”。

津石高速天津东段
十标段主线贯通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近日，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与清
华大学就联合建设“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简称：
清华电子院）签署第二期合作协议。双方将统筹清华大学在
技术研发、产业对接等方面的资源，培育行业领军企业、引
进产业高端人才，推动清华大学科技创新成果在津落地转
化，扩大电子信息“朋友圈”。

2015 年，随着《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与清华大学
（电子工程系）联合建设“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
合作协议》的签署，双方正式建立合作。截至目前，清华电
子院孵化科创类企业40余家，其中天津市瞪羚企业3家、
天津市雏鹰企业6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家，孵化项目
获得社会投资1.5亿元、项目总估值约15亿元，清华电子
院获评“天津市产业技术研究院”“天津市技术转移示范机
构”等。

科研成果转化只有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出成
效、见实效、有长效。对此，清华电子院主动对接行业龙头
企业和好项目，引入外部优质资源，促进天津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2020年，清华电子院陆续与中国移动、中兴、华为等
多家领军企业对接，开展技术合作。

“朱德号”机车在津修竣出厂
“朱德号”已有74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