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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我市垃圾分类已覆盖居民户数 371 万户

创新“金点子”
层出不穷 产业“蛋糕”
越做越大

市民参与率明显提升

我市鼎力打造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总有层出不穷的“金点子”，总有习以
为常的“全国第一”。跟天津融资租赁打
交道的人，都这么说。
比如，中国超五成航企旗下的飞机都
是租赁的。眼下，他们早期租赁的飞机已
临近首次租约到期，该如何处置？作为国
内融资租赁策源地，天津东疆献上锦囊妙
计：
将飞机
“客改货”
后再次租赁。
又比如，租赁产业发展迅猛，
相关法律
问题自然日渐增多。全国迄今唯一一家以
融资租赁命名、集中审理融资租赁案件的
专业法庭，在东疆这个创新高地应运而
生。挂牌一年来，累计收案 4500 余件，涉
及融资租赁纠纷超 3500 件，诉讼标的额超
26 亿元，为整个行业营商环境筑牢根基。
融资租赁作为天津金融创新最引以为
豪的亮点，即便在疫情发生的 2020 年，前
行的步伐依然没有放缓。仍以飞机租赁为
例，航空业无疑是疫情中最受伤的行业之
一，去年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宣告破产，
告别
了蓝天，飞机交付量大幅萎缩，
但全球第二
大飞机租赁聚集区——东疆的融资租赁却

实现了 8%的逆势飘红。截至 2020 年末，我
市共有总部法人租赁公司 1741 家，资产总额
超过 1.8 万亿元。飞机、国际航运船舶、海工
平台租赁业务继续领跑全国。租赁跨境资产
占全国 80%以上。产业“蛋糕”越做越大，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端装备租赁中心和基地。
几年来，全国多地都在探究天津融资租
赁业活力迸发的密码。深入调研您会发现，
这密码其实并不神秘，无非就是高度重视、永
远创新、服务到位。要真正落到实处，
又谈何
容易。
究竟有多重视？我市对发展融资租赁进
行顶层设计，对标“国际一流”，特设“融资租
赁发展工作专班”
，
统筹推动打造国家租赁创
新示范区重点工作。记者采访发现，全市相
关部门都无比珍爱这块“金字招牌”，以“专
家+保姆”式服务，合力助融资租赁企业“策
马扬鞭”
。仅去年，
东疆管委会与十余家银行
天津分行对接，让其对天津融资租赁发展知
根知底知预期。市金融局通过座谈会等多种
方式撮合融资租赁企业和金融机构相识相知
共奋进。人行天津分行在贷款规划中优先满
足金租公司合理需求，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发
行金融债。在津多家银行则积极邀请总行来

调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辟绿色通道，为
租赁行业引来源头活水。
最近又有哪些创新？ 经国家外汇管理
局综合司批复，我市经营性租赁外币租金的
结汇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东疆租赁企业开
展该业务交易金额一举突破百亿美元。天津
海事局与东疆管委会签署协议，下放国际船
舶登记等审批权限，助力船舶海工租赁业务
先行先试。天津银保监局推动金租公司设立
SPV 开展设备租赁业务。市金融局简化融
资租赁项目公司设立和变更程序，去年 7 月
甚至直接下放项目公司设立研判。东疆成立
创新融资担保基金，作为新型“政银担”
“租
赁+”创新模式载体，率先落地“国家—天津
市—东疆”三级政府融资担保基金风险分担
机制，受益市场主体覆盖小微、双创、战略新
兴产业企业。市金融局还支持在滨海新区试
点开展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融资租赁业
务，截至 2020 年末，无形资产融资租赁余额
达 6.77 亿元……
于是，这样的好消息不断刷屏：
2020 年，交行天津市分行与东疆管委会
签约，将为东疆融资租赁企业提供不低于
200 亿元意向性融资支持。邮储银行天津分

行为民生租赁提供 100 亿元授信额度。去年
全年共有 18 家租赁公司发行 162 支债券，发
行总额 899.93 亿元。其中，狮桥租赁发行全
国首单民营融资租赁公司疫情防控债，募集
资金 2 亿元。
各银行为推动融资租赁发展更是牟足劲
儿比创新。工行特批其天津市分行为系统内
唯一一家租赁直营分行；中国银行将 SPV 授
信审批权限下放至天津市分行，并将部分审
批管理职能直接下沉至自贸区分行；进出口
银行天津市分行、光大银行天津分行针对飞
机进口租赁业务，为提高审批效率把流程优
化又优化；农行天津市分行推出满足飞机全
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的专项产品，妥妥走在全
国前列。
值“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市融资租赁业
在监管上还会有哪些新举措？市金融局相关
人士透露，该局将把租赁业准入审批权限直
接下放给东疆，还将探索实施分类分级监管，
让优质合规机构放手谋发展，助“腰部”融资
租赁公司多渠道获资金，推动更多优质企业
及资产向天津聚集。
天津要打造世界级融资租赁聚集区，创
新永远在路上。

■ 本报记者 曲晴
“ 分 类 投 放 垃 圾 还 能 得 积 分 ，用 来 兑 换 日 用 品 ，包 括 垃
圾 袋、牙 膏、洗 衣 皂 …… 我 已 经 兑 换 过 好 多 次 了 ，不 知 不 觉
中 就 养 成 了 每天 分 类 投 放 垃 圾的 习 惯 。”近 日，记 者 来 到 河
西区气象南里社区，家住 4 号楼的刘阿姨一边投放垃圾，一
边告诉记者，不仅小区内摆放了分类垃圾桶，还设有资源回
收站，而且这个回收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摆设”，邻居们确
实都在使用着。
记者观察到，居民们完成垃圾分类投放用时普遍都在一分
钟内，可见分类投放操作已经十分熟练。
目前，市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和参与率明显提高。据市城
市管理委废弃物管理处四级调研员孙力华介绍：
“ 截至目前,
我市垃圾分类已覆盖居民户数 371 万户，覆盖率达到 97%以
上；全市 3862 所大中小幼学校已将垃圾分类纳入教育教学
体系，覆盖率达到 99%；5217 家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基本实现
全覆盖。”
我市在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基础上，采取创建生活垃
圾分类示范街镇的方式，逐步提升全市生活垃圾分类水平。据
悉，今年示范街镇要达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主体责任全覆盖、生
活垃圾分类类别全覆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理系统全覆
盖。今年，市内六区、环城四区每区创建 2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街镇，滨海新区创建 3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其他区每区创
建 1 个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街镇。
据介绍，通过改装一批、购买一批的形式，配备垃圾分类专
业收运车辆，目前全市共有垃圾分类运输车辆 2986 辆，收运能
力大幅提高，基本满足分类收运需求。同时，统一垃圾分类运输
车辆标识，主动接受公众监督。
对于有害垃圾收处，我市建立全链条体系，市城市管理委联
合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有害垃圾
管理工作的通知》，规范有害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工作。建设
48 个有害垃圾暂存点，实现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过程、全链
条监督管理，可溯源、可追踪。

2020 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进展发布

天津中医药大学成果入选
随着天气转暖，大批天鹅
飞抵宝坻南清沟稻田湿地，
吸引
了众多市民前去踏春、
观鸟。
通讯员 朱国志 摄

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
网上宣传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
记者从天津市
消费者协会了解到，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消费
者，日前，
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主办的网上
宣传平台正式上线，
在抖音、
快手、
小红书三
个视频平台开通了网上宣传平台，账号为
jingjinji315，
全力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天津市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
平
台将通过精心策划、真实直观、喜闻乐见的
短视频，展现京津冀及全国消协系统重要
工作内容；同时，追踪热点，以案说法向消
费者提供科学消费观念、维权意识、消费文
化、消费知识、消费技能等。此外，京津冀
消费维权联盟还向25家质检机构和企业
颁发了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消费教育支持
单位证书，以增强消费教育内容的深度与
广度。今天10时，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网
上宣传平台就将开展第一次现场直播——
天津市消协将公开约谈Lafuma（乐飞叶）、
狼爪、THE NORTH FACE（北面）、探拓、
北极绒、思凯乐6家冲锋衣生产企业和京
东、天猫、苏宁易购、唯品会4个电商平台。

一周天气

强冷空气周初抵津
带来大风降温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近期我国大部
被暖脊控制，津城多呈现静稳天气，然而一
股较强冷空气，已在西伯利亚蓄积，它将在
一个短波槽的带领下，从昨天夜间开始快
速影响我国。受其影响，今明两天，津城将
出现大风降温天气。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15 日到
16 日，
津城将先后出现大风和降温天气，
最
强风力主要集中在 15 日白天，
并伴有扬沙。
16日，
全市最高气温将回落至 11℃左右，
市
区最低气温也将降至 3℃左右，
北部地区最
低气温将降至冰点附近。针对此次冷空气
过程，
天津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陆地大风黄
色预警信号，
预计今天白天天津地区将有偏
北风6到7级，
阵风可达9级，
并伴有扬沙。
16日夜间开始，
风力减弱，
周中后期均为
微风，
但气温依然低迷，
最高气温保持在10℃
到12℃，
气象专家提示，
冷空气影响津城，
早
晚体感寒意增加，
市民外出需注意防风保暖。

日前，我市和平区新疆路菜市场建成
并投入试运营。该市场建筑面积 1030 平
方米。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薛峙 摄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天津海关日前发
布了天津口岸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监管情
况，据统计，该海关 2020 年在进出口环节共
检出不合格商品 8895 批，货值总计 450.9 亿
元。今年前两个月，共采集进出口商品不合
格风险信息 835 条。从进口服装、玩具、一次
性卫生用品、汽车及其零部件等商品的检验
情况来看，整体质量情况良好。
据了解，海关检出的不合格商品涉及部
分医疗器械无注册证或备案证、燃气灶具不
符合国标要求、儿童牙刷单丝弯曲率不达标、
胸针重金属含量超标等情况，天津海关已对
上述商品实施了监督退运或销毁处理。

严把进出口商品质量关

天津海关去年检出 8895 批不合格商品
2020年，
天津海关获批设立海关总署进出
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一级监测点和国家级进出
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并先后建立5家
二级风险监测点，
扩大了风险信息采集渠道和
范围。通过数据分析对进口商品风险层级进行
研判，
完成了汽车轮毂、
儿童水杯、
电动车等相关
评估报告及质量分析报告，
为消费者权益保护

本报讯（记者 万红）今天是
“3·15”
国际消
多媒体融合
费者权益日。作为我市市民维护消费权益的
重要平台，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2021“3·15”晚
会（以下简称
“3·15”
晚会）于昨天在天津广播
电视台都市频道与观众见面。今年的
“3·15”
晚会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公安局、市
司法局、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消费者协会及天 “放心消费”这一主题，从企业经营和消费者
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主办。除与各执法职能
消费活动中选取了不同类型的典型案例进行
部门合作，通过典型案例启迪消费者引导科
调查，探讨成因，
查找问题，引领维权，
指导消
学理性消费外，今年的“3·15”晚会还在津云
费。看点二，全媒体报道，放大晚会影响力。
中央厨房设置分会场，继续突出媒体融合概
今年的“3·15”晚会进一步利用津云中央厨
念，
全面提升晚会的社会影响力。
房特点，一方面在津云中央厨房设置分会场；
以“放心消费”为主题，今年的“3·15”晚
另一方面，开展多媒体联动，经济广播、津云
客户端、北方网同步直播，
并在北方网开辟了
会围绕商品和服务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品质
化以及消费观念、方式的变化，
利用津云大数
直播互动专区，真正实现全媒体融合直播。
据分析整理出一年来天津消费领域的热点，
看点三，经典环节“现场实验”。针对市民关
权威发布以重点案例为代表的消费热点，扩
注的消费热点，今年的“3·15”晚会还将检测
展消费思路，发布消费警示，
破解消费维权难
仪器、实验材料带到了现场，通过现场实验，
题，打造放心消费环境。
生动、鲜活地讲述消费知识，进行消费教育。
今 年 的“3·15”晚 会 还 呈 现 出 诸 多 看
看点四，律师团现场互动。
“3·15”晚会多年
点。看点一，聚焦消费热点案例。晚会围绕
来一直倡导依法维权，昨天的晚会现场也特

提供技术支持。同时，
天津海关还在官方网站
开辟了评估中心专栏，
定期公布国外通报、
法规
与自贸措施、
风险评估与预警等信息。
近期，海关部门连续检获多批进口刹车
片，
取样送检结果显示其摩擦性能和剪切强度
不符合
“汽车用制动器衬片”
国家标准的规定，
目前，
这些不合格刹车片已被退运或销毁。

多角度切入

本报讯（记者 姜凝）中华中医药学会首次组织开展的
“2020
年度中医药十大学术进展”
遴选结果近日发布，天津中医药大学
循证医学中心主任张俊华研究员团队成果“中医药临床研究核
心指标集技术规范建立并应用”
成功入选。
据了解，中医药的优势在于临床疗效，而疗效需要通过科
学的指标进行表达。建立符合中医药临床价值特点的疗效指
标体系，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临床研究要素。早在
2006 年，张俊华在系统评价研究中发现临床评价指标的不一
致、不规范、不重要等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紧跟
国际研究前沿。2012 年启动中医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研究，
2014 年在 COMET 平台注册了第一个中医药研究方案，同年
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项目支持，开启了中医药核心指标集研究
领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方法学，制定了第一个中医药治
疗心绞痛核心指标集，建立了一套指标条目产生方法、指标域
确定方法、核心指标条目遴选方法、核心指标一致性认定方法
等系列技术规范；牵头制定了《中医药临床试验核心指标集研
制技术规范》
（2020 年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布）；天津中医药大
学循证医学中心联合中国循证医学中心共同成立中国临床试
验核心指标集研究中心（ChiCOS），开发了 ChiCOS 技术平台
上线运行，推动发展符合中医药临床价值特点的指标体系；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团队率先研制了全球首个新冠肺炎临床
评价核心指标集（COS-COVID），在新冠肺炎防治中，首先提
出降低“转重率”是疗效评价的核心指标，得到世界卫生组织
专家的高度评价。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3·15”
晚会播出
小学生比包书皮包饺子 中学生比挑水浇园
别邀请到消费维权领域的资深律师组成律师
团，与场外观众实时进行线上互动，
回复消费
者的各类咨询。看点五，情景剧演绎消费领
域新热点。今年的“3·15”晚会还通过情景
剧的形式，由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播音员和
主持人现场演绎了近年来消费领域出现的新
问题、新陷阱，
让观众不仅可以直观地发现问
题，更能在笑声中普及消费知识，
了解维权方
法，依法依规合理躲避消费陷阱。看点六，推
出公益服务活动。昨天上午“3·15”相关线
下活动也在梅地亚大剧院开启。都市频道邀
请了十余家专业检测机构及机关单位现场为
市民提供免费的检测和咨询服务。天津市消
费者协会也设置了专设展台，为市民答疑解
惑，普及消费知识。

天津市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开赛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今天，天津市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
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的主题是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
动。大赛设有小学低年级组、小学中高年级组、初中组及高
中组。
据了解，本届大赛的比赛项目不仅有基本生活技能、技术技
能，还有农业技能。小学低年级组项目有包书皮、整理行李、洗
手绢；
小学中高年级组项目有电子焊接、包饺子、钉纽扣、施用底
肥、搭黄瓜架；初中组项目有包粽子、木模工艺、机缝技艺、深翻
平整土地、移苗定植；高中组项目有冷菜拼盘、擦玻璃、金工工
艺、平整土地起垄做畦、挑水浇园。
大赛分为初赛（校级比赛）、复赛（区级比赛）和市级决赛。
从今天开始，全市各中小学校级劳动比赛将全面开赛。4 月 24
日将迎来全市总决赛。

疫情快报
3 月 13 日 18 时至 3 月 14 日 18 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为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3 月 13 日 18
时至 3 月 14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47 例，其中男性 82 例，女性 65 例；治愈出
院 144 例，
病亡 3 例。
3 月 13 日 18 时至 3 月 14 日 18 时，我市新增 1 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216 例（中国籍 192 例、菲律宾籍 8 例、美国籍 3 例、乌
克兰籍 3 例、法国籍 2 例、委内瑞拉籍 2 例、波兰籍 2 例、乌兹别
克斯坦籍 1 例、俄罗斯籍 1 例、哈萨克斯坦籍 1 例、立陶宛籍 1
例），治愈出院 200 例，
在院 16 例（其中轻型 2 例、普通型 14 例）。
第21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原系我市第168例新冠病毒无症
状感染者（境外输入），3月14日上午出现发热症状，最高体温
37.7℃，
胸部CT示右肺上叶下舌段细小条索。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
继续在海河
医院治疗。
3月13日18时至3月14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68例（境外输入163例），
尚在医学观
察21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123例、
转为确诊病例24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 134 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
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 3 月 14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 11602 人，尚有 570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