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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孟兴）记者昨天
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获悉，
节后上班首日，东疆平台经济再添
生力军，喜迎开门红。通过前期全
程高效的“专家+管家式”服务，一
批智慧物流、医疗健康、汽车产业、
新金融、数字产业等平台经济项目
正式落户东疆。

据了解，本次落户东疆的项目
包括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医小鹿诊
所鹿鹿通互联网医院，目前，该项
目已正式由东疆社发局批复互联
网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成
为区域内首家获批此项资质的医
疗机构，将致力于打造“互联网+
医生”赋能的云医院平台，为患者

提供线上线下结合、全科专科融合
的新型医疗健康服务。此外，知名
汽车企业集团车多多携手其“兄弟
板块”香港车小多投资搭建的二手
车交易载体平台——天津喀瓦那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天津车小多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也落子东疆，将通过
在东疆搭建业务平台，为市民购买
二手车提供“线上+线下”全流程的
闭环式服务。

目前，东疆已吸引各类平台经济
头部企业项目落户发展，未来，东疆将
继续打造平台经济示范区，建设网络
货运数字产业园，优化共享经济企业
综合服务系统，探索引进灵活用工等
平台经济新业态。

本报讯（记者廖晨霞）昨天，南开
区2021年重点打造的新动能引育中
心·硬科技创新基地启动招募。

新动能引育中心是我市首个以
“硬科技”为主导方向的产业基地。该
基地集厂房、独栋办公楼于一体，可适
应科技研发、小试生产、商务办公等多
种用途。项目内配备多功能展厅、路
演厅、共享会议室、访客专属车位等。
此次招募面向的企业主要是从事光电
芯片、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造
等硬科技产业方向的科技企业，及从
事技术方案研发、工业设计、小批量试
制、敏捷制造、检测认证、协同服务、营
销推广等硬科技产业所需的资源与服

务的生态服务企业。截至目前，已有
天津建筑支架检测中心、天津市天大
泰和自控仪表技术有限公司、钧晟（天
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微星瑞科
科技有限公司4家科技企业与南开区
新动能引育中心达成首批入驻意向，
将于近日集中签约。

据南开区合作交流办主任郭晓军
介绍，南开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租金
支持，根据租用面积给予3—6个月租
金减免等优惠政策；提供项目支持，南
开区各职能部门为企业提供“一对一”
服务，帮助入驻企业申请“项目+团队”
等全市产业扶持政策、协助企业进行
资本对接；为入驻企业主动开放南开
区应用场景，帮助企业拓展创新业务。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春节假期
后上班第一天，和平区召开“提士气、
勇担当、开新局，加快推进高质量发
展”动员部署千人大会，以一刻也不耽
误的精神开启新一年工作，对全区以
“大招商”“大服务”推动“大发展”工作
进行具体部署，《和平区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十项措施》（简称“亲商十条”）
也同时发布。
“亲商十条”指定各项措施职责部

门，提出不能说“不”，以“窗口单位无
否决权，说no需请示报告”为原则，妥
善解决各项审批需求；马上就办，严格
落实首办负责制、首问负责制，第一时
间找到解决路径；吹哨报到，构建职能
部门、属地街道“企业服务共同体”，建
立“包联单位吹哨、服务部门报到”工
作机制；上门帮办，对重大投资建设项
目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
群，开展“上门帮办”特色服务，对外公

布“上门帮办”预约电话，限时受理、主
动上门、现场服务；专员服务，设立企
业服务专员，针对性开展政策宣传解
读，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税务、融资、人
才等方面支持政策；政企沙龙，以座
谈、联谊、磋商等方式和早餐会、下午
茶等多种形式，每月至少举办1次，为
加强政企沟通、同业合作、产业链上下
游业务拓展等创造有利条件；广交朋
友，将“和平夜话”实践活动范围拓展
到服务企业领域，鼓励广大党员干部
靠前服务；礼遇关怀，在子女教育、医
疗就医、日常关怀等方面，为企业提
供绿色服务通道；监督问政，建立营
商环境企业监督员机制，真正做到问
政于企、问需于企、问计于企；宣传推
介，加强对和平区企业的全方位宣传
报道，挖掘优秀企业家典型事迹，不
断提高和平区企业和企业家知名度
和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春节假期
后上班第一天，西青区召开科技创
新和招商引资工作现场推动会，发
布《西青区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及《西青区招商
引资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在科技创新方面，西青区今年将
全力推动规上企业建立重大科技研
发平台，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生物医药、智能网联车、新能源
新材料等领域，推动企业重点实验
室、技术中心、工程实验室等平台建
设。推动重点产业链式发展，推进建
设西青开发区大数据产业聚集区、智
能制造产业聚集区，中北镇智能网联
车产业聚集区、智慧城市产业聚集
区，精武镇信息安全产业聚集区。推
进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
津大学软件学院等高校建设大学科

技园。帮扶一批科技型企业成长为高
新技术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首次认
定、整体迁入、重新认定等给予财政奖
励。制定培育目标及个性化帮扶方案，
培育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在招商引资方面，建立新动能招
商目标企业库，清单化推动项目落
地。谋划一批重点商业及文旅项目。
以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开发建
设为契机开发文化旅游资源。制订北
京招商攻坚行动计划，组织全区一线
招商团队开展对京地毯式、敲门式招
商。运用中介招商、平台招商、园区招
商、代理招商、基金招商、会展招商等
模式，创建政府协调推动、园区跟踪服
务、市场运营管理的专业化招商新机
制。今年，赛达新城、西青辅城建设将
取得实质性进展，赛达新城城市功能
开发、南站科技商务区“1+16”承接平
台建设也将持续推进。

“亲商十条”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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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岳付玉

节后上班第一天，没打一点儿年盹儿，新
基金发行大战就打响了。昨天竟有不下14
只新基金同时进入首发密集期，“基金”俩字
也趁势上了社交平台热搜榜。从已经披露的
公告来看，2月份大约有65只新基金开启发
行模式，基金申购迎来了开门红。
“开门大吉”“我还能‘上车’吗”，成为线

上线下投资者打招呼的高频词。稍微留意您
会发现，连投资界最具风向标特色的大妈们
都在打听买基金了。事实上，受去年基金赚
钱效应驱使，2021年以来，新基金发行市场
已经创下了一个新纪录：截至2月10日，在
短短40天的时间里，已成立215只新基金，
募资7075.11亿元，是国内历史上成立新基
金最快募集超过7000亿元的一年。

记者从一些线上平台和我市部分券商营
业部获悉，新基民纷纷跑步入场，老股民也忍
不住“弃股从基”。在南开区，天津一高校的
副教授何老师告诉记者，去年，他在股市辛苦
耕耘一整年，年初重仓口罩股让他斩获颇丰，
之后转投次新股，几次调仓都没踩上节奏：
“赛道没错，节奏乱了，把年初的盈利全部吐
出，等于白忙乎了，还经常担惊受怕。”他感叹
小散户挣钱太难，还是交给专业机构省心。

基民各个年龄层都有，尤以“90后”最多
也最为活跃。会玩的他们，通过投资基金形成
“饭圈”，彼此在群里分享投资心得和信息。一
些年青基民甚至像“粉”流量明星一样，去给喜
欢的明星基金经理设粉丝团。春节假期歇市，
不少平台上的基金论坛一天没闲着，理财谈论
区画风变成了相亲俱乐部，买同一只基金有共
同话题的男生女生们，彼此自荐，搞得管理员

频频出面提醒：投资有风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
好的，要学会做时间的朋友“长期持有”。

业内提示，基金越是大卖，投资越要理性。
2020年至今，不少基金重仓股的估值已经上升
了一倍甚至更高，处于历史高位，投资风险已不
容小觑。而投资基金，也需要做相应的功课。
网上虽有各种攻略，诸如怎么甄别基金公司、基
金经理，如何抢赛道、掐时点，但具体问题还需
要自己分析。

投资永远是有风险的。有心人士搜集整合
资料发现，此轮基金热的操盘手基金经理们大
多“85后”甚至“90后”，从业经历不过5年左右
（海外成熟市场据说基金经理培养期至少10
年），没有经历此前的股市牛熊大周期，所以风
格大多偏于激进。而投资者也同样是血气方刚
的“90后”为多。一位老股民感叹：初生牛犊不
怕虎，但愿不要撞上熊。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调价信
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
成机制，决定自2021年2月18日24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这是今年国内成品油第三次调价，也是现行成品油调价
机制自2013年春天执行以来的首次“七连涨”。

按照国家规定，我市89号汽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
吨由7635元调整为7910元，提高275元；0号柴油（标准品）
每吨由6675元调整为6940元，提高265元。其他品质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也相应调整。我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
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5.90元，上调0.20元；92号汽油
6.37元，上调0.22元；95号汽油6.73元，上调0.24元；0号柴
油5.99元，上调0.22元。

调价后，消费者出行成本继续增加，油箱容量50升的普
通轿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较之前增加11元左右。“七连涨”
累计计算，汽柴油每吨上调幅度分别达到1180元和1135元，
折合升价92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累计上调0.93、0.97元。

国内油价“七连涨”

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2元

本报讯（记者万红通讯员郑清鑫）昨天是春节假期后上
班的第一天，随着14时“坚决”号LNG船从中国石化天津LNG
码头离泊，标志着中国石化天津LNG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完成
了春节期间LNG船舶接卸任务，共接卸LNG船舶3航次，接卸
LNG19.5万吨，约合气态天然气2.8亿方。

作为京津冀天然气保供“主战场”之一，春节期间，坐落在
经开区南港工业区的中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工程项目部非常
忙碌，选取精干操作人员，加强环节衔接，积极协调海事、海关、
边检等口岸查验部门支持，有效保障了LNG船舶的成功接卸。

中国石化天津LNG

春节期间接卸LNG 19.5万吨

“坚决”号LNG船正进行LNG接卸作业。
图片由中国石化天津LNG项目提供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
委昨天发布《关于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申请有关工作
的通知》，全面启动重度失能评定申请工作。重度失能人员可
以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请，预计涉及4万余人。
《通知》明确，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申请范围为：参加我市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
持续6个月以上，且通过初步筛查建议进行失能评定的参保人员。

我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以及与街道（乡镇）、民政等部
门签订运营我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合同的其他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正式运营满3个月，根据自愿原则向辖区医保局申
请后，作为阶段性申请机构。参保人员通过阶段性申请机构
统一提出失能评定申请。

阶段性申请机构负责在试点初期，协助参保人员提交失
能评定申请阶段性工作，并非长期护理保险失能评定机构或
定点护理机构。如有意愿成为失能评定机构或定点护理机
构，后期可按规定申请。

在申请时间上，试点启动阶段，失能评定申请工作采取分
批错峰方式进行。

已入住我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的参保人员，申请时间为
2021年2月18日至2021年3月14日。

未入住我市养老机构、医疗机构的参保人员，其中，75岁
（含）以上，申请时间：2021年3月15日至2021年3月31日；75
岁以下的，申请时间：2021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15日。

在待遇支付方面，经评定符合重度失能标准的参保人员，
失能评定结论将统一时间出具，并自2021年6月1日起，发
生的符合规定的护理相关费用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支付。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天津三号线轨道交通运营
有限公司获悉，为使老年人乘坐地铁更加便捷，地铁3号线在
全线各个车站客服中心增设“老年人优先窗口”，开辟免排队
绿色通道，并在客服中心配备老花镜。同时，在全线车站提供
健康码人工代办服务，并在车站入口、出站闸机等点位设置专
人专岗为老年人提供智能支付应用指导。此外，深化一站式
服务功能，在全线车站公示88129201服务热线，老年乘客可
随时进行电话预约，车站将安排专人陪同完成安检、验码、购
票、进闸、候车等流程。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我市
2021年 20项民心工程之一的群众
性、普及性红十字应急救护专题培训
正式启动。市红十字会将推动应急救
护培训工作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
进企业、进机关，向市民普及心肺复
苏、外伤救护、常见急症现场处理、突
发事件和意外情况现场避险逃生与自
救互救等应急救护知识，年内完成3
万名市民应急救护普训工作。

市红十字会将把应急救护培训融
入城乡社区红十字服务内容，将应急救
护普训纳入学校素质教育重要内容，并
推进交通运输、快递物流、建筑、电力等
行业开展应急救护培训。为市红十字
会将建立救护师资数据库、推出“网上
培训”“掌上培训”系统，实现网上报名、
在线学习、质量达标，利用“互联网+”技
术提高应急救护普训的便捷性。

新基金打响发行大战
业内人士提示：基金越是大卖，投资越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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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
“2020中国区域医疗产业创新论坛”日前举行，会上发布了
2020未来医疗100强·创新医疗产业园区榜奖项，天津经开
区获评“2020未来医疗100强·标杆产业园”。

作为天津乃至渤海地区生物医药产业的核心区域，天津
经开区拥有全国最大的胰岛素、酶制剂生产基地。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已聚集医药类工业及服务业企业400余家、高
水平研究机构30余家，诺和诺德、诺维信、中新药业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纷纷落户，并在未来医疗领域深度布局，加快前
瞻布局互联网医疗、精准医疗、健康管理、医药研发服务等
新兴业态，在医药健康产业形成了包括生物制药、化学药、
中药和天然药物、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医药研发外包服
务、生物技术和其他健康产品等在内的产业链条，行业产值
稳步提升。2019年，天津经开区入选国家生物医药战略新
兴产业集群。

长期护理险失能评定申请开始
预计涉及4万余人

地铁3号线各站客服中心

增设老年人优先窗口

新动能引育中心启动招募

科创招商描绘三年蓝图

一批平台经济项目落户

年内完成3万名
市民应急救护普训

大年初七，鼓楼天街古玩市集热
闹非凡，前来淘宝捡漏儿的市民热情
不减。 本报记者齐向颖摄

津
味
儿
年

品

新年新开局“牛”出新动能新年新开局“牛”出新动能

2020未来医疗100强

泰达获评标杆产业园

传统文化中对于“年味儿”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捏面人、剪纸、吊钱儿在传统习俗中都是必不可少的，“捏面人”又称“面塑”，
是我国古老的民间文化之一。近年来，借助“鲁班工坊”，“津派面塑”成功走出国门，传播到海外。图为“津派面塑”第四代传承人
张亚杰在制作面塑作品。 孙立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