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中小银行对普惠小微再帮扶
预计今年对4762户次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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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2021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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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9件。其中：滨海新区
2245件、和平区375件、河东区760件、河西
区718件、南开区840件、河北区585件、红桥
区316件、东丽区642件、西青区773件、津南
区829件、北辰区909件、武清区766件、宝坻
区842件、宁河区576件、静海区831件、蓟州
区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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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滨海新区推出“一企一证”2.0版 试点范围扩至48个行业 四项举措优化智能审批

企业办证“接力跑”变“百米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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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璠）从启动试点到迭代
升级，一年多时间里，滨海新区“一企一证”综
合改革再上新台阶。日前，记者从滨海新区
政务服务办获悉，新区对标先进改革经验，聚
焦企业办事需求，推出“一企一证”改革2.0版
方案，在加强工作协同、规范办理流程、优化
智能审批、建立考核机制四个方面实现新突
破，让企业办证“接力跑”变成“百米冲刺”。

新区“一企一证”综合改革首批在酒吧、
便利店、游泳馆、宾馆、饭店、幼儿园、医疗机
构等10个行业推行，只需一张“行政许可证”
就能覆盖企业准营全行业。在第一批试点行
业成功运行后，新区采取成熟一批、推出一批
的方式逐步扩大，截至目前，已经在48个行
业推行“一企一证”综合改革，实现高频民生
行业的全覆盖，累计合并精简表格132个，精
简率73.3%，减少要件446项，减少61.3%，
合并许可证132个，合并率73.3%。

据了解，此次升级版改革方案对纳入改
革试点的48个行业、191个涉企经营许可事
项，逐一明确行业管理的审批部门和牵头部
门，提出加强工作协同，明确主责部门负责、
各配合部门和窗口人员协力为群众企业做好

服务。同时严格规范办理流程，加大宣传引导
力度，在发放营业执照同时配发“一企一证”明
白纸。
升级版改革方案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优化

完善“一企一证”智能审批模块的四项新举措，
并且明确了实施时间。
今年6月底前，推行许可证电子化。企业

群众通过“一企一证”智能审批模块办结审批
后，系统后台自动生成“一企一证”行政许可证
电子化信息，方便企业自行通过系统查阅相关

信息，行政部门也可通过后台统计、查阅“一企
一证”行政许可证电子化信息。

9月底前，推行全流程电子化办理。进一
步推动滨海新区政务帮办平台与天津市政务一
网通系统、天津市食品经营管理专网系统等实
现互联互通，确保企业以法人身份登录后自动
带入基础信息，不必重复填写；企业提交申请
后，系统自动将电子化表单、申请材料推送至专
网审批系统，审批部门在专网系统办理完成后，
办理结果自动回传至帮办平台。

10月底前，完善许可证全周期管理。在用
户端电子许可证界面增加申请变更、延期、注销
等按钮，并配置相应的审批流程；在管理端电子
许可证界面增加主动注销、暂扣等按钮，实现对
许可证全周期管理。

12月底前，完善系统智能导办功能。各审
批部门要进一步对电子化表格和告知单内容进
行梳理，逐项明确提示内容，确保将审批事项操
作规程的内容通过智能问答、信息提示等各种
形式全部嵌入智能审批系统，做到让企业和窗
口工作人员一看就懂、一查就明、一用就会，让
企业和群众办事更便捷。

此外，升级版改革方案还提出了建立考核
机制，细化考核举措，量化考核指标，推进改革
落实落地等举措。
“大力推进‘一企一证’综合改革，是新区践

行‘不为不办找理由、只为办好想办法’的政务
服务理念，建立‘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的一
个缩影。”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主任徐斐表示，
通过此次改革升级，企业准营便利度进一步提
升，新区将不断放大改革效应，全力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努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企业发
展提供更大便利。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助推全区高
质量发展，武清区以“谋谷建谷”为主线，加
快建设特色载体平台，吸纳承接更多北京
非首都核心功能项目和人才落户。

按照规划，加快建设“生物谷”，联合招
商局集团、华氏医药等行业龙头项目，加快
建设国家级共享实验室、产业示范基地和生
物药加速创新平台，着力打造长江以北顶尖
的特色产业园和具有影响力的产业品牌。
加快与九天基因项目沟通对接，全力促成合
成生物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建设“网络
谷”，重点扶持“网红”电商、视频直播等板块，
主动开发对接应用场景，重点打造网谷“网
红”城直播基地。加快建设“能源谷”，加快建
设新疆特变电工中央研究院、智能制造研究
院、战略投资与战略规划中心，着力吸附特
高压输变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聚集。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记者从天津银保监局获悉，该局督促
指导辖内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对普惠小微企业“再帮扶”，取得积
极成效。截至今年2月末，辖内农村中小银行机构累计为3422
户次普惠小微企业办理临时性延期还本，涉及本金54.59亿元；
为402户次企业办理临时性延期还息，涉及利息1752万元。预
计2021年，辖内农村中小银行机构将对4762户次普惠小微企
业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涉及贷款本金68.32亿元、利息
470万元。

天津银保监局方面表示，其因行施策，指导机构落实“应延
尽延”要求。针对大型农商行，确保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全面铺
开，同时密切监测贷款质量变化。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指导
机构合理安排还本付息时间，避免贷款集中到期，防止风险指标
波动。同时，深入摸排，掌握延期贷款风险底数。按月组织开展
“因疫情因素形成不良”专项监测，对疫情期间普惠小微企业贷
款不良较多的机构进行窗口指导。截至2021年2月末，辖内15
家机构普惠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低于全部企业不良贷款率，整
体风险状况稳中有降。

“一企一证”是指将某一企业涉及的多项行政许可事项，整合为一张行政许可
证。滨海新区自2019年底全面启动“一企一证”综合改革，不取消现有行政许可事项，
不改变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权限范围、法律效力和法律关系，只是改变政府部门原有
办事流程和既有办事习惯，固化最简流程，推动全区通办，让市场主体切实感受到制度
创新带来的获得感。

今春以来，我市中小学生研学旅游市场逐步回暖，尤其是现代工业、生
态环保、美丽乡村等互动性较强的特色主题板块更为抢手。据天津国旅等
旅行社统计，入春以来，研学旅游客流已近万人，订单也已排至6月份。

本报记者钱进通讯员刘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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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月我市农产品出口增34.8%
小包装番茄酱出口额全国居首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日前，在天津海关所属西青海关的监
管下，天津瑞盈食品有限公司一批价值37.7万元的番茄酱顺利
出口，这也是今年以来该公司出口的第103批番茄酱产品。据天
津海关统计，今年1至2月，我市农产品出口额达10.5亿元，同比
增长34.8%，比全国平均增幅高18.7个百分点，较2019年同期增
长33.3%。

前两个月，我市共出口番茄酱1.5亿元，同比增长82.5%，占
全市农产品出口总值的14.6%。值得一提的是，小包装番茄酱
出口 8076.5 万元，出口额居全国首位，占全国同类商品的
41.2%。此外，出口葵花子9049.7万元，占全市农产品出口总值
的8.6%，肠衣、腌渍菜出口额也分别增长了35.3%和15.7%。

从出口市场看，前两个月，我市对日本出口农产品1.8亿
元，同比增长11.8%。与此同时，新兴市场增长较快，对东盟、非
洲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01.5%和17.3%。民营企业是我市
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前两个月，民营企业出口农产
品7.3亿元，同比增长35.5%，占比达70%。

滨海—中关村举办中英科技
创新项目线上路演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
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了解到，日
前，2021中英科技创新项目线上路
演交流会在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启
动，15支来自英国的优势领域项目
参加路演。通过不断吸引符合园区
“3+1”产业发展体系的优质国际项
目落地，滨海—中关村加速国际化
创业项目孵化转化，全力提升国际
影响力。

据介绍，15支来自英国的科技
创新项目创业团队将在3天内分别
进行路演。这些项目锁定在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电子

信息四大英国优势领域，其中很多项
目在国际科技创新方面已具有不小的
影响力。“这次路演的项目，重点围绕
园区产业发展体系定位，并且都已在
中国具备了良好的落地基础。能够和
这些项目建立合作，将对园区的产业
发展起到极大的补充。”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也将继
续追踪这些优质项目，依托天津石墨
烯工程创新中心、滨海中关村—曼彻
斯特孵化创新平台、天津（滨海）海外
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等适合跨境项
目落地的资源和创新载体，为项目落
地生根提供助力。

武清区“谋谷建谷”
建设特色载体平台

本报讯（记者廖晨霞）近日，河西区与
甘肃省甘南州卓尼县签订了《跨省通办框架
协议》，有效解决了企业和群众异地办事“多
地跑”“来回跑”问题。协议以线上业务为核
心，线上线下业务深度融合。两地办事人可
通过登录属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
“全国一体化”平台等方式线上申办或通过
“跨省通办”专用窗口线下提交申请材料，受
理地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指导和咨询服务，由
所申请的事项属地业务部门进行审核发照。

河西区与甘南州卓尼县
签订《跨省通办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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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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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应急救援队伍进行骨干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睿）两车相撞，怎么迅速救出被困人员；高

楼着火，如何灭火救生……连日来，市应急委办公室、市应急管
理局在市消防救援培训基地启动“天津市应急救援队伍骨干培
训班”，真场景、真装备，组织学员练就全灾种应急救援“真功
夫”，提升我市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救援技术水平与突发事件综
合处置的实战能力。

此次培训设置了救护接扣、心肺复苏、防护装备穿戴、道路
交通救援、受限空间救生等10余个科目，采取理论教学、示范操
作、阶段讲评、互学互评等形式，由救援专家和现职消防教官全
程授课，并为全体学员配备训练服和防护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