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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企业开办一窗通”又扩容

合伙企业开办实现一网通办

地铁4号线北段15个车站已开工
预计2024年12月30日开通试运营

金山云华北核心云计算基地泰达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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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3月25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2613件。其中：滨海新区
2229件、和平区371件、河东区754件、河西
区712件、南开区837件、河北区584件、红桥
区315件、东丽区641件、西青区769件、津南
区826件、北辰区904件、武清区763件、宝坻
区835件、宁河区570件、静海区823件、蓟州
区628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件、
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
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报具
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
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
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慈轩）昨日从市慈善协会获悉，由
市慈善协会、天津爱尔眼科医院联合开展的2021年“慈善光明
行”援助行动已启动。今年该项目援助对象从困难家庭的中老年
人扩展至青少年儿童和中青年，实现对全年龄段困难群众的眼病
救助。援助的病种从白内障延伸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儿童先天
性眼病、儿童发育性眼病等。援助的地区在辐射我市环城四区和
涉农区的同时，更多延伸向市内六区，实现全市范围覆盖。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地铁4号线北段
工程郎园站，现场正在进行主体基坑开挖施
工，4台长臂挖掘机分布在南北两个作业面，
2台龙门吊也如巨人般矗立在基坑上方，忙
着吊装作业……昨天，天津地铁4号线“大干
百天”专项劳动竞赛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郎园站车站长度314米，设3个出入
口，是全线的首开车站。“郎园站春节前就
完成了开挖前的准备工作，春节期间工人
们连续施工，截至目前车站已经开挖完成
约50%。”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土建2
标项目总工程师郝春男介绍，4月初车站
将正式开始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大干快上
的建设高峰期，车站建设者将由现在的不
足百人上升至200人左右，预计年底车站
主体结构实现封顶。

天津地铁4号线项目于去年3月20日成
立项目公司。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目前
全线17个车站中，除西站站已建设完成，其
余16个车站已有15个站点开工建设，其中
11个车站正在进行围护结构及管线切改施
工，郎园站、西赵庄站、西于庄站、南仓站4个
车站已完成围护结构施工。

中铁（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周敏昌介绍，2021年地铁4号线北
段工程全线计划完成产值23.5亿元。建设
方面，计划车站围护结构累计完成70%、车
站土方开挖工程累计完成59%，车站主体工
程累计完成40%，区间工程累计完成10%。
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北起北辰区小

街，南至红桥区河北大街，沿线经过北辰区、河
北区、红桥区，正线全长约22公里，设17座车
站，设小街停车场和1座主变电所。天津地铁
4号线PPP项目包括北段工程设计优化、投
资、融资、建设和全线运营及移交。项目估算
总投资236.78亿元，合作期26年，其中北段建
设期为5年，运营期21年，南段运营期为24.5
年。北段工程预计2024年10月31日完成试
运行，2024年12月30日开通试运营。
“地铁4号线南段全长约19公里，共设

14座车站，目前也正在加紧建设中，今年年
底建成后，轨道交通集团将建成资产租赁给
PPP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负责后期运营、更
新改造等。”周敏昌说。
图为郎园站建设现场，照片由2标项目

部提供

本报讯（记者陈璠）近日，天津港保税区企业中国铁路设计集
团有限公司主编的我国首部铁路行业BIM标准《铁路工程信息
模型统一标准》由国家铁路局发布，将于今年6月1日起实施。

据了解，《铁路工程信息模型统一标准》编制工作自2017年
开始，历时3年，由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主编，多家铁路行
业设计单位、高校等参编。目前，该标准英文版翻译工作已经启
动，计划2021年完成。随着BIM技术在铁路领域的应用越发广
泛和深入，该标准的发布将促进我国铁路工程信息模型技术发
展，规范和引导信息模型技术在铁路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应用。

我国首部铁路行业BIM标准发布
保税区企业主编 历时3年完成 6月1日起实施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前，金山
云逸仙园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在天津经开区逸仙园正
式开工。这一项目采用行业领先的标准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金
山云华北地区核心云计算基地。目前，项目已完成驻地建设等
施工前期准备工作，力争在下半年实现投产。

据介绍，金山云是由金山软件集团分拆上市的云计算品牌，
中国知名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之一。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商事制度便
利化改革中，企业开办没有最便利只
有更便利。在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
业开办已实现一网通办基础上，市市
场监管委通过优化系统又顺利将合伙
企业从“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平台”迁
移至“企业开办一窗通”平台，并已完
成系统测试，3月22日正式上线天津
市网上办事大厅的“企业开办一窗
通”，实现合伙企业开办的一网通办。
合伙企业开办通过一窗通平台可以

一表填报，按照平台根据企业开办涉及
的企业设立登记、公章刻制领取、税务发
票申领、社保员工参保登记、公积金缴存
登记不同部门的各环节事项，选择任意
一种或多种事项的联办，通过信息一次

采集实现集中填报。平台提供的一事或
多事联办事项的不同套餐均支持在1个
工作日内办结，企业申请人在信息填报
时可选择平台提供的企业营业执照、公
章和税务Ukey、税务事项通知书和发票
的免费寄递服务，也可选择到服务大厅
综合窗口“一窗”领取有关证照“大礼
包”。有开户需求的企业还可通过一窗
通平台实现商业银行预约开户。
“企业开办一窗通”服务平台联通

了市场监管部门的网上登记系统、税务
部门的电子税务局系统、公安部门的网
上公章备案管理系统、社保部门的网上
办事系统和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网上服务
大厅，通过后台数据分发共享和并联办
理，真正实现企业开办“一网通办”。随
着合伙企业成功纳入企业开办一窗通，
我市已实现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
资企业开办一网通办，让更多企业享受
“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红利。

本报讯（记者王音）昨天上午，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西青区在“十四
五”时期着重推动“1010”工程项目，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的相关情况。
“十四五”时期，西青区推出“1010”工程

项目，在重点片区、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先进
制造、文化旅游、精品商圈、交通畅通、生态环
保、教育提升、民生服务等10个方面，每方面
各选取10个重点工程项目。该100个重点
项目总投资约2880亿元，为西青区基本形成
“两城”发展格局、建设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
设生态宜居标杆区、建设现代化治理样板区、
建设美好生活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

10大重点片区项目包括赛达新城先导
区、南站综合片区、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片区、杨柳青新华道提升改造片区、李七庄
中兴路片区、中北运河艺术之城片区等，计划
总投资约1100亿元。

10大产业园区项目包括天津（西青）国家
级车联网先导区测试区、西青开发区拓展区、
赛达人工智能产业园、赛达大数据产业园、精
武医疗产业园等，计划总投资约300亿元。

10大科技创新类项目包括大学科技园成
果转化项目、信息安全特色产业集群项目、智能
网联车集群项目、生物医药产业集群项目等。

10大先进制造项目包括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项目、经纬恒润天津研发中心项目、大冢
特医食品项目、京东智能制造项目等，计划总
投资约190亿元。

10大文化旅游项目包括杨柳青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国潮青年小镇、常青藤国际
艺术小镇、大美稻香生态旅游等，计划总投

资约670亿元。
10大精品商圈项目包括中北新城市中

心、张家窝社会山、梅江会展中心、赛达星悦
中心、精武西悦城、南站奥特莱斯购物中心
等，计划总投资约300亿元。

10大交通畅通项目包括轨道交通综合
线路建设、南站周边道路畅通项目等，计划总
投资约140亿元。

10大生态环保项目包括西青生态绿廊建
设工程、大运河绿色生态带建设工程、鸭淀水库
水生态综合治理工程等，计划总投资约40亿元。

10大教育提升项目主要包括为明国际
学校、南开敬业学校、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九
年一贯制学校、英华九年一贯制学校等，计划
总投资约30亿元。

10大民生服务项目包括鹏瑞利国际健
康城、西青区医养综合体、张家窝医养结合示
范等，计划总投资约110亿元。

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城

西青区着重推动“1010”工程项目
新闻发布会

“非法集资”啥套路法院告诉你本报讯（记者赵荣君）在总结非法
集资案件审理经验基础上，河北区法
院深入梳理了非法集资案件的诸多
“套路”，并于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社会予以公布，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切
实提高判断、识别能力，谨防上当。

据介绍，由于投资渠道少、市场主体
资金需求旺盛等原因，导致近年来非法
集资案件呈高发多发态势，2016—2020
年，仅河北区法院就受理并审结非法集
资案件57件，判处被告人247人，其中，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54件，集资诈骗罪
3件,共涉及集资参与人12000余人，涉
案资金25.9亿余元。更令人心痛的是，
据河北区法院对审结的此类案件统计，
追赃率仅为10%。

经梳理，非法集资的主要套路有六
种：一是承诺高额回报，有的承诺的回报
率甚至高达几十倍。为了骗取更多人参
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开始时按时足额兑
现先期投入者的本息，然后便拆东墙补
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兑付先前的本息，
等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资金、携
款潜逃。二是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
合同，一步步将群众骗入泥潭。三是混
淆投资理财概念，让群众在眼花缭乱的
新名词前失去判断。四是装点门面，用
合法的外衣或名人效应骗取信任。五是

利用网络，通过虚拟空间实施犯罪、逃避打
击。部分不法分子还通过网站、微博等网
络平台和微信、QQ等通讯工具，传播虚假
信息，诱骗群众上当。六是利用精神、人身
强制或亲情诱骗，不断扩大受害群体。许
多被害人都是在亲戚、朋友的低风险、高回
报劝说下参与的。
法院特别提醒：国务院出台的《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将于5月1日起正式施
行。《条例》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
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因此千
万不要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

由天住集团承建的微山路东侧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三、四期项目目前已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该项目共包含32栋高层
住宅，建成后可为河西区八大里拆迁片1988户居民提供舒适居住环境。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汤健摄

八大里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进入主体施工

2021年“慈善光明行”援助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日
前，团大公路东延线（团唐公路—港静公路）工程全线完工，正式
通车。这一工程的顺利完工通车，可将团大公路上的交通量通
过与其相交的团唐公路、港静公路接入我市公路网，进一步完善
我市公路路网布局规划，为静海区提供更加良好的交通条件，为
促进区域旅游、物流等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团大公路东延线工程全线完工通车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日前，由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承建的经
纬恒润天津研发总部项目全面完成基础底板浇筑施工，正式进
入地下室施工阶段，计划今年7月完成主体结构封顶，2022年
年底投入运营。经纬恒润天津研发总部项目建筑面积7.33万
平方米，是西青区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引育新动能，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果。项目将打造国际一流的新能源及智能
网联汽车技术研发服务平台，设立汽车电子开发实验室、智能网
联测评实验室、高级别智能驾驶系统开发实验室及中央研究院
天津分部等。

经纬恒润天津研发总部明年底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