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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末化工生产项目产值预计可达 1300 亿元 全力推进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建设

南港工业区瞄准“中国化工园区30强”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 “十四五”期间，南港工业区将以中国石化
经开区 6 月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 十四五” 120 万吨/年乙烯产业集群项目和两化搬迁
项目为契机，完善产业链，
打造烯烃综合利
期间，天津南港工业区将紧紧围绕世界一
用、化工新材料、高端精细及专用化学品三
流化工新材料产业基地的功能定位，加快
条主产业链，高性能合成树脂及复合材料、
推动区域开发建设、招商引资和项目实
涂料与黏合剂、
新能源材料、
电子信息材料、
施。到“十四五”末，南港工业区化工生产
生物可降解材料以及生物医用材料等 10 条
项目产值预计将达 1300 亿元，税收超过
子产业链。同时，
以建设化工新材料先进公
80 亿元，并打造 3 个特色产业园，包括产
共创新平台为目标，打造科创中心，
引进包
值达 100 亿元的清洁能源产业园、产值超
括中国石化北化院、中国石化石科院、北京
50 亿元的电子化学品产业园以及产值超
化工大学、天津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
20 亿元的医卫新材料产业园，全力向“中
院所，为南港工业区科技创新发展提供动
国化工园区 30 强”
迈进。
并结合衡谱检测平台、南开大学农药国
围绕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建设， 力；

家工程中心等项目打造自主创新及研发平
台，
促进
“产、
学、
研、
政、
用”
全面结合。
到“十四五”末，南港工业区产业结构
将明显优化、企业实力、创新能力将大幅提
升。届时，以化工新材料为主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占比不低于 40%，新增占比不
低于 50%；新增 2 至 3 家产值过 100 亿元
的龙头企业，形成一批产值超 10 亿元的骨
干企业和产值超亿元的“专、精、特、新”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30 家，建成多个国
家级和省级研发创新平台，积极引进各类
高层次创业人才。
此外，南港工业区还将科学有序地推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经开区
6 月新闻发布会了解到，
落户天津南港工业
区的天津渤化
“两化”
搬迁改造项目正在积
极推进中。目前项目已进入建设收尾期，
预
计8月实现全面中交，
年底全面投产。
据介绍，
“ 两化”搬迁项目涉及两家企
业，均隶属于渤化集团，
一家是天津渤天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原天津化工厂），始建于
1938 年，是国家大型氯碱化工企业，位于
天津滨海新区汉沽；另一家是天津大沽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 1939 年，是一家

“两化”搬迁改造项目一期包括 60 万
吨/年烧碱装置，80 万吨/年氯乙烯装置，
80 万吨/年聚氯乙烯装置，10 万吨/年双氧
水装置，
30 万吨/年聚丙烯装置，
20 万吨/年
环氧丙烷联产 45 万吨/年苯乙烯装置，180
万吨/年甲醇制烯烃装置，以及配套公用工
程、自用罐区、专用罐区、码头、220KV 站，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王
涛）精度高、效率快、可完全替代
人工操作的机械手臂，具有世界
先进水平的数控车床……在昨
天位于梅江会展中心开幕的第
十七届中国(天津)国际装备制造
业博览会(简称天津工博会)上，
1000 余 个 知 名 品 牌 展 示 的
4000 余件各类先进设备让人眼
花 缭 乱 ，众 多 本 地 厂 商 也 带 着
“看家产品”前来参展。本届天
津工博会，6 月 3 日至 6 日举行。
天津工博会是国际展览业协
会（UFI）认证的国际品牌展会。
展会以高端数控机床、智能控制
系统、工业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
产线、激光焊接产线等为展示核
心，集新品展示、技术交流、贸易
合作、宣传推广、国际研讨于一
体，
展会规模超 9 万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本届工博会还
启动了全球买家邀请计划，建立
了一个多达 50 余万条的买家数
据库，构建线上采购供需平台，
在全球范围内为参展企业邀请
高端买家，展会现场也会为展商
与买家搭建“专场”
“ 专会”采购
对接大会，助力工业制造行业合
作交易。

天津农学院入选全国乡村
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教
本报讯（记者 姜凝）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育部办公厅近日公布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
校和农业科研院所推介名单，
全国共有 101所
普通高校、
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入选该名单，
天
津农学院入选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
据了解，
推选优质校作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的
“排头兵”
，
是在涉农院校中树立新的办学导向和
人才培养标杆的具体举措，
是在全国范围内创建涉
农人才培养体制机制的
“样板”
示范，
旨在加快为农
业农村现代化培养紧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天津农学院着眼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培养
乡村产业振兴、
乡村人才振兴、
乡村文化振兴、
乡
村生态振兴和乡村组织振兴需要的人才。

市政府办公厅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
印发《天津市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的措施》
（简称《措施》
），
市发展改革委对政策要点进
行了解读。

（一）新增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
解读：
未增加3.5万个个人普通车摇号指
标之前，
每年度以摇号方式配置的个人普通
车增量指标为4.4万个，
平均每月为3667个。
《措施》实施后：
1. 2021年6月1日至12月31日。在原有
指标配置的基础上，
新增小客车个人普通车
增量指标配置额度35000个，
全部以摇号方式
配置。具体额度及配置方式，
以当月公布的
小客车增量指标配置公告为准。
2.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
在原有指标配置的基础上，
年度新增的小客
车个人增量指标配置额度，
由市交通运输委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小客
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的通知》
（简称《调控管
理办法》
）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确定。
（二）放宽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申请资格
解读：
对京、
冀户籍以外的非我市户籍人
员参与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竞价，
放宽了在

进园区构建绿色低碳示范园区。
“目前，
南港工
业区已启动
‘双碳’
规划编制，
我们也会依托项
目，推进可再生能源利用和节能降耗。比如，
大力推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
冷能梯级利用和重点领域节能。
”
天津南港工
业区规建局副局长李林永介绍，
目前，中国电
建集团南港风电项目已投产，装机容量为
90MW，年发电量约 1.7 亿度，约占南港工业
区用电量的 20%，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 10 万
吨。南港工业区也正在研究推动周边海域、
公
共绿地、企业屋顶等建设光伏发电项目，预计
年供“绿电”超过 15 亿度，超过南港工业区用
电量的10%，
年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0 万吨。

天津渤化
“两化”
搬迁改造项目预计年底投产
海洋化工、石油化工相结合的综合性大型
氯碱石化企业，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塘沽。
项目于 2016 年 2 月 3 日立项备案，总投资
294 亿元。
“两化”搬迁改造项目意义重大，
建成后将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改
善，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优化城市空
间和产业布局。

生产管理区等内容。该项目可实现重大技术
提升，淘汰原有电石法聚氯乙烯、氯醇法环氧
丙烷等高耗能、高污染的工艺路线，采用绿
色、高效的工艺技术和智慧化管控手段，将实
现万元产值能耗下降 27%，污水减排 65%，
COD 减排 92%，氮氧化物减排 98%，二氧化
硫减排 99%。

天津工博会开幕 千余品牌亮相

观众正在参观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通讯员 刘成毅）在第十四个“6·9”国
际档案日来临之际，围绕
“档案话百年”
主题，市档案馆首次向社
会公布馆藏满 25 年民生类和党史专题文件级档案目录，共计
24 个全宗 5.7 万余条。市民可通过天津档案方志网或天津政务
网查阅相关目录，并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在法定工作日到市档案
馆查阅大厅查阅相关档案。
据悉，此次公布的大批民生档案主要有市民政局、市劳动
局、市供销合作总社等全宗，涉及婚姻登记、知青回津、抢险救
灾、物价管理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利用率较高的档案目
录。党史专题文件级档案目录主要涉及天津解放时期市军管会
和市委、市政府带领全体人民顺利完成城市接管，建立人民政
权，整治社会秩序等珍贵档案资料。

关注中考高考

中高考期间严控噪声污染
本报讯（记者 曲晴）为给广大高考、中考考生创造安静的学
习、休息和考试环境，日前，市生态环境局下发《关于加强 2021
年中高考期间声环境保障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在中高考期间，
各区生态环境局要加强对辖区
内噪声污染源的监管，并做好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防止企事
业单位设施设备、建筑施工、交通车辆及各类生活噪声干扰考
试。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停止至 6 月 20 日期间所有夜间施工审
批，加强各考点学校周边各种噪声污染源的监督检查，并及时采
取措施解决。确保执法人员 24 小时值班，一旦接到群众举报、
涉及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的噪声问题，
立即赶赴现场查处，并
跟踪办理情况，确保件件落实。

公交多措施助力高考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高考在即，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
到，为服务好考生、教师和家长公交出行，该集团科学调配运营
间隔，保证考点线路运力充足，
并将在考试时段关闭所有途经考
点运营车辆外部语音报站，严禁鸣号，
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据介绍，高考期间，
市公交集团将结合交管部门道路通行调
整方案，指导线路临时调整，并通过与公交 96196 客服中心联
动，保证咨询回复准确性。同时，
各车队还将开展系列专属服务
举措：公交 8 路车队作为劳模集体，将在沿途汇文中学附近搭建
临时服务点，为考生们准备应急用品；高考首日，5 路车队党员
和志愿者也将连续第十年助力高考，到耀华中学考点开展
“暖心
服务 助力高考”志愿活动；体北中心车队将在新华中学门口设
立便民服务站；1 路中心车队将在部分运营车辆上放置多份“爱
心文具包”
；
海河教育园中心车队将在咸水沽一中站设立临时休
息区。
此外，市公交集团所属出租公司组建一支由 30 名驾驶员组
成符合
“四星”
以上服务等级、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等要求的队伍，
负责 15 个考点应急值守，
为考生开辟应急
“绿色通道”
。
市公交集团提醒，按照公交现行防疫要求，上车时需佩戴口
罩并亮出“健康码”，主动接受体温检测，考生最好提前准备，以
免耽误考试。

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

收到这样的信息请立即删除！

高精度的机械臂可完成 3C 电子行业产品的检测上下料

德资企业扎根天津 沟通良好合作愉快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昨天，来自多家德资企业的代表会聚
一堂，共同出席德国在津投资企业座谈
会。会前，赛威传动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长张胜利和记者分享了一个好消
息：
今年以来，
该公司生产的减速机等设备
的订单不断增长，将继续在天津增资扩产，
扩建项目总投资额约 1.5 亿美元，将引进
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和产品，预计年内开
工建设。
“ 沟 通良 好 ，合作 愉 快 ，进 展 非 常顺
利。
”
谈起这一项目，张胜利十分期待，
他表
示，现阶段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抓紧生产，满

足订单需要，同时积极扩大产能，开拓国内、
国际市场。
自 1995 年落户天津以来，赛威传动（中
国）已经逐步发展成为销售额达百亿元的企
业，在全国拥有多家工厂。
“我们是在天津起
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天津就是赛威传
动（中国）发展的根据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就是赛威传动（中国）的家。”张胜利提
到，多年来，
公司在中国市场的发展离不开天
津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各级政府的支持。
“我们会把天津公司建设好，
为天津的经
济发展多作贡献。
”
他说。
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提供电气连接技
术、
自动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的万可电子（天津）

详解我市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的措施

新增 35000 个小客车指标
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的要求，
由近24个月调
整为近12个月（其余条件不变，
详见《调控管理
办法》
）。以此种方式获取小客车增量指标的个
人使用该指标时需在我市购车。
需要注意的是，
《措施》实施后，
京、
冀户籍
以外的非我市户籍人员如需申请以摇号方式
配置小客车增量指标、
或者申请以竞价方式配
置小客车增量指标但不愿在我市购车，
仍需要
满足
“近 24 个月在我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的
审核条件。
（三）设置投资类其他指标
解读：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
期间，
在我市登记的纳入统计企业（房地产企业
除外），
其上一年度在我市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额或当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达到1000
万元及以上的，
当年可直接申领1个投资类其他
指标，
投资额每增加 5000万元可增加申领 1个

投资类其他指标，
每年不超过4个。需要注意的
是，
以此种方式获得小客车投资类其他指标的
企业，
使用该指标时需在我市购车。
在我市登记的纳入统计企业（房地产企业
除外）投资额达 1.6亿元（不含本数）以上的，
若
还有用车需求，
其投资额超过1.6亿元部分需按
照《调控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参与增量指标申
请，
其可获取的申请编码数量按1亿元递增。
（四）引导个人与单位理性参与指标申请
解读：
2021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
期间，
通过摇号方式取得小客车增量指标，
但逾
期未使用的个人或单位，
自指标过期之日起，
5
年内不得再次通过摇号和竞价方式参加小客车
增量指标申请。2021年6月1日前，
通过摇号方
式取得小客车增量指标，
但逾期未使用的个人
或单位，
仍然适用于《调控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即自指标过期之日起，
2年内不得再次参加小客

方金属管通过激光切割可制作出复杂的球体

有限公司近两年也迎来了业务量的大幅增
长。
“中国对疫情的控制非常好，恢复得很快，
我们在去年 2 月就复工了，
大家都在尽力弥补
停产时的影响，
需求也快速提高了。
”
公司首席
执行官彭夫柯告诉记者，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的持续投资为企业发展带来利好，
与此同
时，
出口方面也取得了较大增长。
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累计
有 450 余家德资企业来津落户，合同外资
49.93 亿美元，
实际使用外资 38.28 亿美元。
在中国德国商会董事林德曼看来，
德国企
业在天津实现了良好的发展，
天津的商会会员
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是制造业企业，
说明天津
在制造业发展上优势明显，此外，
很多企业的
负责人是中国人，这也是本地化趋势的体现。
他表示，商会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交流的平台，
分享各方面的经验和见解，
以后也会举办更多
活动，
加强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交流。

车增量指标申请。
（五）提高使用区域指标登记的小客车通行便利
解读：
区域指标属于《调控管理办法》中的
其他指标，
居住地在我市的人员在我市购置小
客车（不含面包车）可直接申领小客车区域指
标，
通过该类指标登记的车辆行驶受一定时间
及区域的限制。
区域指标面向个人发放，
我市户籍人员、
持
有效我市居住证的非我市户籍人员、
驻津部队
现役军人及居住地在我市的港澳台地区居民、
华侨和外国人等均包含在内。申请区域指标对
于个人
“是否持有有效机动车驾驶证件”
“名下
是否登记有津牌小客车”
等条件不作限制。
此次施行的《措施》，
将使用我市区域指标
登记的小客车申请外环线以内区域（不含外环
线）高峰时段预约通行凭证的次数由每年不超
过12次调整为24次，
是公安交管部门实施的一
项优化营商环境的服务举措，
进一步提高了使
用区域指标登记的小客车通行便利。申请预
约通行凭证的次数由市公安局根据外环线以
内区域（不含外环线）道路交通拥堵状况适时
调整。具体操作流程详见市公安交管局发布
的《天津市中心城区小客车高峰预约通行凭证
使用说明》。

目前，
其他省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我市公安机关获悉，
市已出现以
“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
身份申请添加微信好友的情
况，
对此，
市民一定要提高警惕，
遇到此类情况直接删除、
拉黑。
据介绍，这是骗子布下的骗局。此外，
涉及新冠疫苗的主要
骗局还有：
引诱性链接、社交群交费、陌生号码来电。
套路一：引诱性链接，别点。骗子冒充疾控中心散发“交费
接种新冠疫苗”
的短信，
其中包含引诱性链接，
就是钓鱼网站，切
勿输入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
套路二：社交群交费信息，别急着转。收到“老师、亲友、同
事、领导”等熟人在社交群发的交费打新冠疫苗信息，在未核实
对方身份前，切忌转账。
陌生号码来电，
别轻信。接到冒充
“疫情防控中心”
套路三：
的电话，对方称要使用你的个人信息登记打疫苗，或者说你的手
机号码涉嫌发布贩卖假新冠疫苗的信息，要求前往“公安局”核
查。然后，主动将你的电话转接至
“公安局”
，其实只是骗子互通
内线的戏码。最终，
对方会以
“清查资金”
诱导受害人转账。
“这些都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
最终目的就是
‘要钱’。
”
公安民警提醒市民，所有短信，
要求点击链接的，
一律删掉；
微信
不认识的人发来链接的，一律删掉；所有不熟悉的 170 开头电
话，一律不接，
“如发现可疑诈骗人员线索，请尽快联系您所在社
区的民警，或第一时间拨打 110，不要放松警惕，使自己的辛苦
血汗钱付之东流。
”

疫情快报
6 月 2 日 18 时至 6 月 3 日 18 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6 月 2 日 18 时
至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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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 日 18 时至 6 月 3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46 例（中国籍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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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例，在院 5 例（轻型 1 例、普通型 4 例）。
6 月 2 日 18 时至 6 月 3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23 例（境外输入 218 例），尚在医
学观察 7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185 例、转为确诊
病例 31 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 23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 242 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 6 月 3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 12979 人，尚有 226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