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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城市园林纳入一体保护 全域林草资源全面保护 一树一园管理全覆盖

117 家民企一季度

年内全面建立四级林长制
本报讯（记者 陈璠）森林和草原是重要
的自然生态系统，
对于维护生态安全、
建设生
态文明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为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提升林草资源
生态系统功能和保护管理能力，
进一步压实
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
日前，
我市印
发《关于全面建立林长制的实施方案》
（简称
《实施方案》
），
到2021年底，
全面建立四级林
长制责任体系。本报记者专访了市规划资源
局相关负责人，
对方案内容进行解读。
据了解，
《实施方案》主要内容涵盖了总
体要求、组织体系、工作职责、主要任务、保

障措施 5 个方面内容。到 2021 年底，全面
建立天津市组织体系，
构建由各级党政领导
同志担任林长，建立市、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四级林长的责任体系，
全面负责相应
行政区域内林草资源保护发展的管理机制，
建立部门协作会商机制，
健全完善林长制工
作制度。到 2025 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13.6%以上，
森林蓄积量达到 550 万立方米
以上，
湿地保护率达到50%。到2035年，
全
市森林面积、覆盖率等指标稳步提升，
林草
资源质量显著提高，
林草生态系统功能更加
完善，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
基本实现林草

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市规划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全
面建立林长制主要有三方面特点。一是突出
城市园林和农村林业资源一体化保护。天津
为提升区域内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巩固城市
绿化建设成效，将城市园林资源纳入林长制
一体化保护。二是突出全域林草资源全面保
护目标。充分考虑通过地方立法实施双城间
绿色生态屏障区建设，以此为主线构建“大
绿、大美、大生态”
的生态格局，
形成京津冀东
部绿色生态屏障，将森林、园林、湿地和自然
保护地、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古树名木等

实施全域全面保护。三是突出每一棵树都有
“长”
的管理全覆盖机制。在落实各级林长责
任方面，为各级林长划分责任区域，
实行责任
区域清单式管理，逐地逐片、一树一园落实林
长责任，实现管理全覆盖。
《实施方案》的印发将我市林草等生态资
源保护发展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下一步，我
市将全力推进《实施方案》落实，着重围绕林
草资源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灾害防控、监管
执法、基础建设和深化林草领域改革等六个
方面推进相关工作，切实加强生态资源保护，
提升林草资源碳汇能力。

获出口信用限额 3.55 亿美元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天津银保监局获悉，一季度，
出口信保天津分公司累计为我市 117 家非统保平台民营企业批
复信用限额 3.55 亿美元，短期险累计承保支持民营企业 2332
家、出口额 10.35 亿美元。
天津银保监局方面表示，其认真落实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的相关要求，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对民营企业的保障作用。通过
审慎会谈、窗口指导等方式，引导出口信保天津分公司扩大民
营企业覆盖面，缓解出口有单不能接、不敢接问题。与此同时，
指导出口信保天津分公司开设专项定损核赔绿色通道，适当放
宽理赔条件。一季度，向 16 家民营企业支付短期险项下赔款
186.97 万美元，同比增长 44%，平均结案时间较中小企业保单
约定时限节省 77 天。
天津银保监局还支持将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纳入天津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
支持民营企业开展出口保单融资。一季度，
累计支持 63 家
民营企业获取信保保单融资 6275.74 万美元，
同比增长 197%。

我市农村中小银行精准扶贫

本期《百姓问政》聚焦

一季度投放小额信贷1853万元

小区公共绿地被圈占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今年一季度，我市农村中小银行累计
投放精准扶贫小额信贷 1853 万元，相当于 2020 年全年投放总
额的 29%；累计为 1315 户次普惠小微企业办理临时性延期还本
付息 18.97 亿元，相当于 2020 年全年延期总额的 40%。这是天
津银保监局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
天津银保监局方面表示，
深入贯彻落实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
工作精神，
一是高标准，
严要求。鼓励各农村中小银行机构以大中
型银行为参照，
全力保证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长，
最大限度保持涉
农贷款增速稳超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二是强激励，
降成本。引导
各机构加大乡村振兴指标的绩效考核权重，
权重目标设定不低于
10%。推动辖内农商行给予普惠型涉农贷款内部定价优惠，
并鼓
励村镇银行参照执行。三是稳政策，
优服务。督促各机构保持现
有金融支持政策总体稳定，
支持力度高于去年同期水平。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急群众所急，想
群众所想，面对群众的“急难愁盼”，作为
基层干部应该多问问“我尽力了吗？”今晚
播出的《百姓问政》将围绕着百姓的“烦心
事”
“ 操心事”，考量相关职能部门的担当
作为。
河西区建国楼 41—46 门始建于上世
纪 80 年代，是由河西区教育局及另外两家
企业联建而成。30 多年过去了，居民们一
直希望可以把企业产的产权买下来，从
2018 年开始，房屋建设的主要单位河西区
教育局却没有推动此事。小海地景致里小
区是个老小区，公共绿地长时间被一些居
民圈占，种上蔬菜、果树。虽然《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和《天津市绿化条例》中
都明确不得圈占绿地等公共区域，不得占
用住宅小区种菜，但这个小区却始终没有
得到有效治理，甚至还存在着养管不到位
问题。
在问政现场，属地街道和区级职能部
门针对各自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立即启
动相应工作，部门间形成合力，
尽快尽早把
问题解决。节目中，河西区副区长王晨表
示，党员干部应该勇于担当，
充当解决问题
的执行者，不断创新工作方法，
为百姓办难
事解难题。

高新区与上海电气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打造国家低碳创新样本
关注国际护士节
上图：
昨天是国际护士节，
河东区大直沽街道志愿者为大直沽东达新冠疫苗大型临时接种
点的医护人员送去节日的祝福，感谢她们为构筑全民免疫屏障所作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左图：在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
“护佑生命”陈路得纪念展室在总医院落成，陈路得是中国
护理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也是天津市首位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保安服务行业
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本报讯（记者 韩雯）让信用有价、守信
受益。从市公安局获悉，
为进一步完善保安
服务行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我市对保安服
务行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
目前，
《天津市保
安服务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
）已经出台，
并开始施行，
今后，
保安服务行业等级划分一目了然。
据介绍，信用评价采取年度记分制，
基
础分为 1000 分，评价等级划分五个等级，
评分 950 分及以上为 A 级信用优秀企业，
评分 850 分至 949 分为 B 级信用良好企
业，评分 700 分至 849 分为 C 级信用中等
企业，评分 600 分至 699 分为 D 级信用较
差企业，评分 599 分及以下为 E 级信用差
企业。
《管理办法》规定，信用评价结果通过
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共享，供政府、企
事业单位等有关部门在政府采购、招标
投标、资金和项目支持、表彰奖励等工作
中查询和依法依规使用。对不同评定等
级给予相应的激励和惩戒措施，对 A 级
企业的激励措施包括诚信典型公示、开
辟绿色通道、优先列为财政性资金和项
目支持选择对象等八项；对 B 级企业的激
励措施包括开辟绿色通道、信用加分、优
化检查频次等六项；对 C 级企业的激励措
施包括开辟绿色通道、优化行政监管安
排等三项；对 D 级企业的惩戒措施包括限
制新增保安服务项目、信用公示、加大现
场执法检查频次等七项；对 E 级企业的惩
戒措施包括撤销荣誉称号、列为重点监
管对象等十项。

打造津滨城市活力中心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程林公园周边地区城市设计出炉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运营

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市规划资源局
获悉，日前市政府批复同意《程林公园周边
地区城市设计》
（简称《城市设计》）。程林
公园周边地区规划定位为面向空港地区的
集文化、体育、体验式商业、商务办公、交流
培训等于一体的津滨城市活力中心、回归
自然的都市森林公园、创新产业提升区、新
型宜居社区践行基地；规划将形成“一心、
一园、一轴、多区”
的空间结构。
程林公园周边地区紧邻滨海国际机场，
是我市集商业娱乐、
创新产业和城市公园于

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也是东丽区临空经济
产业区核心区域。为提升程林公园周边地
区环境品质，完善该地区功能和配套设施，
促进地区发展，
东丽区政府会同市规划资源
局开展了程林公园周边地区城市设计工作。
据了解，程林公园周边地区规划范围，
北至成林道，东至外环线，南至津滨大道，
西至雪莲路，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587.8 公
顷。该地区内津滨大道和成林道均是连接
中心城区、机场、滨海新区的重要通道，是
重要入市口、中心城区的东大门。
《城市设

计》方案优化了道路交通系统，
梳理了城市
支路体系，落实
“窄路密网”
的理念，提高路
网密度，增加道路用地面积，
结合地铁轨道
站点，采用 TOD 综合开发模式，形成复合
的城市功能。完善了用地布局，合理布局
居住类、产业类和公建类建筑。优化了空
间形态，整体高度遵守机场限高要求，
开敞
空间和建筑交错布局，天际线舒缓有秩。
下一步，
《城市设计》方案的内容和要
求将纳入该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并落
实到相关指标中。

本报讯（记者 万红）为了服务企业发展，昨天，滨海—中关
村科技园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正式在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示范
基地投入运营。这一中心的成立源于园区第三次共同缔造理事
大会上部分企业提出的涉企法律等共性问题，其也是在天津经
开区成立的首家公共法律服务机构。自今年年初滨海—中关村
科技园共同缔造理事会成立以来，共搜集企业提出问题 13 类
70 件，已解决企业问题诉求 59 件。随着园区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招商引资也取得新成效，第一季度新增注册企业 235 家，同
比增长 221.9%。

疫情快报
5 月 11 日 18 时至 5 月 12 日 18 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程林公园周边地区城市设计鸟瞰示意图

一心
津滨城市活力中心

一园

和平交警检查
“两客一危”
企业

回归自然的都市森林公园

一轴
城市生态景观绿轴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 通讯员 焦轩 刘
希萍）为切实消除交通安全隐患，预防和
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交警和平支队以“两
客一危”运输企业为重点，
“ 多渠道、多形
式、多内容”细化交通安全源头检查，强力
督导企业从源头上消除交通事故隐患。
据统计，今年以来，累计检查客运企业 50
余家次，签订交通安全责任书 30 余家，向
客运驾驶人累计发送提示教育短信 4000
余条。
交警和平支队加强交通安全宣传教
育，利用手机短信、微信等形式向客运驾
驶人进行交通安全温馨提示，杜绝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重点检查客运企业所属车
辆 和 驾 驶 人 档 案 记 录 、车 辆 三 检 记 录 、
驾 驶 人 教 育 学 习 、动 态 监 控 落 实 等 情
况 ，坚 持“ 五 率 清 零 ”，重 点 落 实 客 运 企
业交通安全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强化驾
驶 人 交 通 安 全 管 理 ，驾 驶 合 格 车 辆 ，不
开“带病”车。

本报讯（记者 张璐）滨海高新区与上海电气集团日前举行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将在高新区建立
“上海电气智慧低碳创新中
心”。力争将天津高新区打造成国家低碳工业生态示范区创新
样本，助力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市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智慧低碳体系及智慧低碳大脑建设、
智慧低碳场景赋能中心、智慧低碳产业加速中心、科技研发以及
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方面加大合作力度，推动滨海高新区智慧低
碳体系建设，助力打造区域智慧低碳管理标杆。
同时，充分协同上海电气集团生态合作伙伴在高新区内建
设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智慧低碳产业加速中心，
汇聚创新资源、
吸引高端人才、引领行业发展。通过引入上海电气集团及生态
合作伙伴，结合智慧低碳领域涌现的新场景、新业务模式，为企
业提供技术孵化、产业加速服务。

多区
新型宜居社区、津滨城
市活力中心区、创新产业提
升区、程林公园

道路交通
局部加宽现有道路，落
实“窄路密网”理念，增加道
路用地面积

空间形态
开敞空间和建筑交错布
局，天际线舒缓有秩

以上为城市设计方案，规划实施以行政许可审批文件为准。图片由市规划资源局提供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 月 11 日 18
时至 5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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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1 日 18 时至 5 月 12 日 18 时，
我市新增 1 例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博茨瓦纳输入、中国籍），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 241 例（中国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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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籍
1 例），
治愈出院 234 例，
在院 7 例（轻型 1 例、
普通型 6 例）。
第 24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博茨瓦
纳。该患者自博茨瓦纳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 5 月
6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
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0
日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7.6℃，伴咽痛、鼻塞、流涕、头痛、肌肉酸
痛，即转送至空港医院发热门诊，胸 CT 示双肺间质纹理增多，
两侧胸膜增厚。1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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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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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5 月 11 日 18 时至 5 月 12 日 18 时，我市新增 1 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10 例（境外输入 205
例），尚在医学观察 11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171
例、转为确诊病例 28 例。
第 210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塞内加尔。
该患者自塞内加尔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5 月 7 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4℃，申报无异常。经海
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静海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5 月
11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
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第 210 例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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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2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 12747 人，尚有 329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