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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在东疆宣判

这个首例 不一般
升级现有智慧应用，推出一批新的触手可及、惠及民生的智慧项目——

世界智能大会生态城再显“智慧”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北 方 经 济 时 报（ 事 证 第
112000001721号）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
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蓝 盾 杂 志 社 （ 事 证 第
112000000660号）依据《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
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
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 津 音 像 公 司（ 事 证 第
112000001946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
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 津 广 播 电 视 报 社（事 证 第
112000000689号）依据《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意，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人自
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
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津广播电视电影局转播台（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120000E01261685H）依
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
单位同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
债务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
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事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天津音像资料馆（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121200004013560671）依据《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经举办单位同
意，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债务
人自2021年3月25日起90日内向本单
位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刘承承 张娟）3月28
日，夏秋航季就将开始。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
新航季，天津滨海机场计划执行航线160条，通航城市
117个，执行运输架次达到3826架次/周。

据介绍，此次换季后，天津滨海机场计划执行的
160条航线中，客机航线142条、3162架次/周，客货机
兼营航线5条、489架次/周，全货机航线13条、173架
次/周。在计划通航的117个城市中，包含110个国内
通航城市，相比2020年夏秋航季计划增加14个国内
通航城市，包括安康、安庆、东营、甘南、拉萨、连城、南
充、日照、十堰、松原、通辽、延安、扎兰屯、张家口。同
时，贵阳—万州—天津、上海浦东—天津、天津—大连、
天津—澳门等航线航班将加密。

此外，国际方面，本航季天津滨海机场的国际通
航城市为7个，不包含国际定期客班计划，均为货运
航班通航城市，分别为阿塞拜疆巴库、日本大阪、韩国
首尔、俄罗斯莫斯科及新西伯利亚、乌兹别克斯坦塔
什干、新加坡。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
到，3月28日起，天津航空将开始执行2021年“夏秋
季”航班计划，新开、加密多条天津地区始发航线，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

据介绍，新航季天津航空将新开天津—贵阳直飞
航线，航班号为GS7908/7，每周一三五日8:40从贵
阳起飞，11:35抵达天津；12:35从天津起飞，15:50抵
达贵阳，往返票价1460元起（不含税费）。

此外，天津航空还将新开天津—深圳、天津—衡
阳、天津—大同航线，重开三亚—武汉—天津航线，加
密天津—海口航线。

■本报记者岳付玉

昨天上午，在我国目前唯一的专业化审理融资租赁案件
的法庭——天津东疆融资租赁中心法庭，审判长曹真对一起
涉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进行了宣判。法庭内，原
告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李菊心里
一块石头落了地。法庭外，众多有意支持创新、深耕无形资产
的融资租赁企业或也因此信心陡增。这是我国自贸试验区宣
判的首例涉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标志着我市建
设国家租赁创新示范区、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向前迈出重要一步。

该合同纠纷的标的物为电视栏目著作权，是一档由部分
明星嘉宾参加的文旅真人秀节目，已在个别地方电视台和视
频App播放且具有一定的收视率。原、被告双方合同约定，
被告某互动传媒公司（承租人），将上述电视栏目著作权转让
给原告（出租人），并通过许可的方式租回使用（即售后回
租）。后被告在支付部分租金后未再按期支付，构成了违约。
原告由此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租人及保证人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目前，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无形资产融资租赁取向不
明确、规定不明朗的前提下，在包容审慎的监管政策环境下，
关于此类标的物是否适格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尚存争议。东
疆保税港区融资租赁中心法庭对该课题开展了充分调研，并
对全国范围内的类案进行了检索研究。合议庭在对涉案租赁
物性质、租赁物价值、租金构成、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方面
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认定了涉案以电视栏目著作权为标
的物的合同，符合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特征，合法有效。

据悉，全国很多融资租赁公司都在观望这一类合同纠纷
的判决。近年来，我国融资租赁的产业规模持续做大、业务模
式不断创新，逐渐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领域延伸，为科技创
新、文化传媒、体育娱乐等产业提供了灵活的融资服务，相应
的业务纠纷也必然随之增加。本案的判决理念及时有效地回
应了市场现实需求，其创新引领意义不言而喻。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记者了解到，天津东疆始终将推
动融资租赁业政策制度创新和产业生态营造放在首位，这也是
这片创新沃土之所以成为融资租赁产业聚集区的密码之一。

计划投资20亿元 拉动基础设施建设

太平洋建设集团落户武清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武清区京滨工业园与世界

500强企业——太平洋建设集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区
行政中心举行。

按照协议，该集团将投资20亿元拉动武清基础设施建设
及加快拓区速度，并将集团北方区域总部落户武清区。太平
洋建设集团始建于1986年，该企业连续6年蝉联《财富》世界
500强，并连续5年入选世界500强前100强。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零能耗”小屋展示成果应用在一
座实体建筑上，昨天，中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零能耗
改造项目正加快实施，已完成屋顶、车棚光伏组件安装。这是
我市首个规模化、实用化的零能耗智慧能源建筑工程，该项目
将于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前建成投运，并作为智能大会展项
对外公开展示。

据了解，依托中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基础优势，
国网天津电力采取“提升供能，优化用能”技术路线，围绕光伏
发电系统、储能系统和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三方面，进行供能、
用能综合改造，实现产能、储能和控能综合提升。生态城不动
产登记中心建成后，年发电量将大于23.4万千瓦时，年减排
二氧化碳约234吨，可再生能源占比超100%。

本报讯（记者 王睿）作为世界智能大会的永久展示基
地，中新天津生态城连续4年深度参与世界智能大会，相继
打造了“城市大脑”、智慧交通、智慧小区等多个智慧应用场
景。在今年即将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生态城
将从提高治理能力、促进产业发展、提升民生服务方面，升
级现有智慧应用，形成高水平人工智能应用解决方案，推出
一批新的触手可及、惠及民生的智慧项目。

生态城智慧城市发展局局长王喆介绍，在提高治理能
力上，生态城搭建无废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将通过智慧手
段对垃圾分类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企业信息可视化平台
则可在为企业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给招商决策提供参考；
此外依托CIM平台（城市信息模型平台），不仅实现对建设
工地的信息化管理，还可通过传感器感知管线运行状态，实
施智慧化监控。

智慧城市建设为前沿科技应用提供了成长沃土，也为
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生态城正在通
过建设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将各类数据汇总分析，为企业
提供公共数据资源的智能化搜索服务，为智慧应用场景的

搭建提供专业数据服务。而即将亮相的5G+AI实验室，可呈
现出5G高速网络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同时为智慧医疗、
远程教育的5G创新应用创造孵化环境。
“去年，生态城建设了全市首个智慧小区，今年将升级为

智慧社区，从1个小区拓展到4个小区，除了智慧医疗、智慧
康养、智慧教育，还要集中引入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垃圾分类
等建设成果，这些都将在今年的世界智能大会上集中展示和
推广。”王喆告诉记者，在展示智慧应用场景的同时，生态城也
在搭建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和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交流平台，
筹备“新经济与智慧城市建设”高峰论坛。

记者了解到，该论坛将在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届时，中国和新加坡两国知名专
家、学者及行业领军人才，将共同探讨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5G等技术手段，提升智慧城市建设
水平，加速产业聚集。论坛上，生态城还将发布《中新天津生
态城智慧城市发展白皮书》和《中新天津生态城智慧城市总体
规划》两项成果，营造智慧产业发展环境，打造生态城自主知
识产权。

我市首个实用化零能耗智慧能源建筑
将亮相世界智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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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机场 天津航空

迎接夏秋航季到来

计划执行航线160条

滨海机场

新开加密多条出港航线

天津航空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介绍和平区构建“大招商、大服务”格局，全力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据介绍，和平区根据区情实际，开展全区域“大招商”，
重树招商引资新理念、重塑招商引资新体系、重组招商引资
新队伍、重构招商引资新政策，组建专业招商、全员招商、社
会化招商三个层面招商队伍，掀起招商引资的大热潮，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同时，开展全方位“大服务”，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主
要领导亲自挂帅，全区动员、全员参与、全程服务、全面监
督，深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包企到人，实行区、
处级领导干部包联帮扶。全区现有1996家重点企业，由
64个单位、346名处级领导进行包联，定期走访、开展对
接。其中29名区级领导直接服务174家大型重点企业；根
据经济增长主要支撑指标行业分类，组建消费、工业科技、
金融、其他服务业和建设领域5个行业集团高质量发展推

动工作组，形成行业主管部门管服务、各部门齐走访的“集
团化”服务格局；加强统筹，严格落实各单位相关职责。发
改委、统计局、楼宇办、政务服务办各司其职，形成合力，着
力了解决企业难题、巩固防控成果、稳定优质税源、服务项
目投资、接链促需护企等任务，特别是结合新出台的“亲商
十条”措施，大力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筑好“服务巢”招来“金凤凰”。截至2月底，成功落地
69个优质项目，实现了开门红，完成内资到位额13.81亿
元，完成全年任务的21.24%；完成外资到位额2131万美
元，完成全年任务的39.17%，新引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
家。其中，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全国总部落户
和平区，公司注册资金为2亿元，成为全国首家合资寿险公
司开设的养老保险公司，也是全国第九家专业养老保险机
构；城投集团与中联基金合作设立的天津城投新联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注册落地，通过投融资体系建设打造“基建+金
融”新模式。

筑好“服务巢”招来“金凤凰”

构建“大招商、大服务”格局
和平区成效显著

新闻发布会·招商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