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马晓冬 通讯员 鲍
伯春）昨天，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
日前，一架机身印有“1st A350 delivered
From China”字样的A350飞机平稳降落
在天津滨海机场。这是位于空港经济区空
客天津总装和交付中心迎来的首架A350
飞机，经过总装后续环节后将交付客户。
此飞机的到来标志着空客天津同时具备了
A330、A350宽体客机的总装和交付能力。

为了确保首架A350飞机保障顺利，
天津滨海机场与空港经济区A350工作
组、空客天津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机制，在原
A330保障方案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工
作流程，严格落实入境航班疫情防控要求，
闭环安排机组人员在机坪内转乘公务机出
境。天津海关也利用相关制度优势，实施
主辅料分类监管模式，每票料件备案、核销
平均可为企业节省5—10个工作日。同
时，还为企业量身定制进口舱单传输流程，
最大化压缩海关通关时间，实现海关通关
“无感化”“零等待”。

据介绍，在这架测试性质的飞机到达
后，空客天津将正式引进A350 黄皮飞
机，也就是指在欧洲完成总装后可安全飞
行但未安装客舱设施和喷漆的飞机（由于
机体喷涂了黄色防腐漆被称为“黄皮飞
机”），在空客天津总装和交付中心完成客
舱安装、飞机喷漆、飞行测试等环节，并进
行飞机交付。

天津滨海机场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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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金租业又一专业化租赁首单

复兴号高铁直租业务花落东疆

疫情快报

4月20日18时至4月2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4月20日18时
至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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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0日18时至4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36例（中
国籍211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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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例，在院10
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6例）。

第23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苏丹。
该患者乘坐航班自苏丹经德国，于3月21日抵达西安机场入境，
机场检测未见异常，即转送至当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4月6
日解除隔离后来津，由所在单位专车接入宿舍隔离，当时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14日（入境后第21天）新冠病毒抗体
IgM、IgG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即转入滨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20日滨海新区疾控中心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部CT示：双肺支气
管、细支气管炎，右肺中叶及左肺下叶索条影，考虑慢性炎症或
部分肺组织膨胀不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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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4月20日18时至4月21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96例（境外输入191例），尚在医学观察
7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61例、转为确诊病例28例。

截至4月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2441人，尚有30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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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摄影通讯员邵帅）日前，由中建交通天
津公司承建的和韵道（津滨大道辅道—月牙河西路）道路及配套管
线工程完成竣工验收。作为河东区重点民生工程，和韵道（津滨大
道辅道—月牙河西路）道路及配套管线工程西起规划津滨大道辅
道，东至规划月牙河西路，全长632米，车行道宽7米，采用双向两
车道。该工程是河东区首批9条市级下放重点道路之一，也是周
边万欣城小区首批入住居民出行的一条重要通道，道路的建成将
方便附近居民出入快速路。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与天津水务集团举办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并为“天津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职工培训教学基地”揭牌，双方将在
实践基地建设、教学资源建设、社会培训
及师资培养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在
资源共享、人才培养、成果转化、合力推动
技术创新等方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共同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
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根据协议，企业将在学校建立企业职
工培训基地；学校也将在企业建立实践性
教学基地；学校将与企业共同开发有关工
种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教学资源，开展企
业所需人才的培养、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双方将利用在专
业共建过程中形成的教学资源、师资队伍、
实践条件等优势，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等
社会培训服务；企业将接收学校教师与工
程技术人员到企业进行生产实践，同时推
荐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作为学
校的兼职教师，参与教育教学与工程实践
指导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为群众为实事就要从群众最急需的
事情开始做起，困难和问题，正是对各级党员干部的淬炼与考
验。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围绕百姓长期反映的民生问题，由
东丽区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接受问政，推动问题解决。

东丽湖筑湖花园小区2019年11月入住，但是迟迟没有通
燃气。2020年经过《都市报道60分》反映后，区住建部门承诺
年底解决，但在工程推进中不断出现问题，面对问题时，相关责
任单位没有主动靠前，只强调自身困难，解决问题时相互推诿。
在华明街，居民受到污水外溢的困扰已经半年多，街区内道路和
小区周围经常能看到正在冒出的污水，严重影响生活环境和居
民出行。百姓通过各种渠道反映投诉，但除了能看到吸污车来
清淘管道，却看不到实际效果，百姓觉得这么长时间没有解决问
题，相关部门就是“没有管”。

在节目现场，东丽区副区长闫峰在看完记者调查，听完各部
门答复后表示，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值得反思，问题长时间没有解
决，归根结底是政府部门工作没到位，干部没有做到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需要让群众看到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真
心，以如芒在背的紧迫感，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动辄数亿元的复兴号动车组，有了融
资租赁的介入，驰骋起来更轻松畅快。日前，东疆金融租赁企业
中车金租交付了5组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寒动车组，采用
的是直接租赁方式，投放融资款达9亿余元。这是国内金融租
赁公司完成的第一单高速动车组直接租赁业务，也是通过专业
化租赁促进国产高端装备销售的又一案例。

复兴号高铁无疑是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金字招牌。去年
底，中车金租在市场上捕捉到一承租方有采购中车复兴号高寒
动车组的融资需求，就第一时间响应，为其量身定做了直接租赁
的解决方案。所谓直接租赁，是指出租人用自有资金（或在资金
市场上筹措到的资金）购买设备，然后直接出租给承租人。相比
银行贷款、售后回租等其他方案，直接租赁显然更考验出租方的
专业化水平和资产处置能力。中车金租作为中国中车发起设立
的产业系金租公司，就有了这个全国首单的诞生。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挂牌六周年，记者从天津经开区
了解到，近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
片区持续聚焦创新金融和现代服务业发
展，着力推进制度创新、业务创新。目前，
其金融业增加值占滨海新区比重达五成，
占全市比重超过五分之一。

紧扣“金融创新示范区”功能定位，天
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不断推动金融
创新特色产业快速发展。目前，其所在的
天津经开区已聚集金融、类金融企业超过
2800家，包括155家具备国家发放金融许
可证的机构，其中法人持牌金融机构达26

家，分支机构132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
基金、典当、交易市场、金融租赁各种业态完
整覆盖，是天津全市唯一一个金融全牌照区
域。先后诞生了全国首批、北方第一家民营
银行（金城银行），全国第一家保险国际救援
公司（江泰救援），全国第一家互联网保险创
新试点机构（人保金服），天津首个国际金融
组织功能中心（亚投行数据中心）等20余项
行业第一。

同时，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保理
产业亮点鲜明，吸引了近20家央企保理企业落
户，占全国的二分之一。2020年，成立全市首
家“商业保理创新发展基地”；全面试点税务、外

汇、征信、拓宽融资渠道等10项举措，推动保理
企业在模式、产品、业务等方面先行先试。在
全国率先建设供应链金融数字信息服务平台，
服务商业保理等企业尽调查询1.7亿次。

作为国家首批产融合作试点城区，天津
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还大力探索以产业
链金融为主体的产融合作新模式，充分发挥
金融创新功能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聚集了
80余家央企设立的400余家创新型金融主
体，投资总规模超过3000亿元；并聚集了包
括排放权交易所、知识产权交易所、滨海金交
所等创新型市场机构在内的各类交易市场
17家，占滨海新区比重超70%。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中
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LNG接收站
（以下简称天津LNG接收站）了解到，今
年一季度，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安
全接卸LNG（液化天然气）专用运输船
30艘，接卸量达198万吨（27.96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13.8%，接卸总量、接靠船
次位居全国已投产LNG接收站之首。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位于南

港工业区，是我国“十三五”重点工程项
目，自2018年3月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进口LNG总量占国内同期10.3%，年均
接卸量超600万吨，相当于85亿方天然
气，可满足4600万户家庭用气需求。
作为华北地区主要冬季调峰保供

站，天津LNG接收站一季度以来积极
履行保供责任，深挖设施潜力，在仅有
一座码头的情况下，优化工艺流程，科
学制定“迎峰保供”方案，实现“船舶接
卸一出一进”的高效接卸模式，不断加
大船舶接卸力度与天然气外输量，日
均气化外输量超 2394 万立方米。这
其中，1月24日，该站日气化外输量突
破3000万立方米，创中国石化LNG接
收站气化外输最高纪录。
目前，天津LNG接收站二期工程

正在紧张建设之中。全部完成后，该
LNG 接收站规模将达到 1080 万吨/
年，年输气能力达 136亿立方米天然
气，届时天津LNG接收站将迈入中国
最大LNG接收站行列。

本报讯（记者万红）日前，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为全面
助力区内企业拓展市场，协助企业寻求更多贸易机会，经开区管
委会将全面启动区内企业信息收集，为区内企业及产品打造网络
版“泰达制造—企业产品展示厅”。

据介绍，“泰达制造—企业产品展示厅”是经开区企业产品对接平
台，将统筹区内企业之间供应链、产业链的接链、补链、强链、延链，并推
动企业产品更多参与到政府采购、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去。在这个平
台上，企业既可进行推广，也可享受经开区的一系列企业服务。

昨天上午，海河观光18号与19号同时从杨柳青船厂驶出，正
式入列海河游览线，标志着天津海河200客位的大型游船已达到
5艘。两船船体长度42米，宽9米，水面以上高度3.15米，可通航
海河城区段所有桥梁。为封闭式船体设计，采用全景通透式观景
窗，同时，船舱各出入口均为斜坡造型，实现了残疾游客无障碍登
船游览。船体外檐灯光还首次安装了循环渐变彩灯，成为海河夜
色一道新的靓丽景观。

本报记者钱进潘立峰通讯员李克钧摄

海河观光18号19号入列海河游览线

200客位大型游船达5艘

河东区重点民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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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片区金融创新实效明显

金融业增加值占新区比重达五成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
首季接卸量全国居首

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LNG接收站供图

我为群众办实事急百姓之所急

在第131个“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
际，昨日，新华南路小学开展了“传承劳动
美德 争做‘五一’先锋”劳动周活动，师生
们通过蛋雕工艺、包饺子、包粽子、创意面
食、手工编织、文化传承等17门劳动技术
素质拓展课程进行展示，在劳动过程中接
受锻炼、磨炼意志、展现风采、感受快乐。

本报记者谷岳摄

校企合作助推产教融合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与天津
水务集团共建培训教学基地

经开区

建网上“泰达制造—企业产品展示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