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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规模、质量、效益得到不断提升

民企成制造业立市生力军突击队

电动汽车维修场地

高电压管理规范16日实施

9月2日18时至9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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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9月2日18
时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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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18时至9月3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中国籍，刚果（金）输入）。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329例（中国籍293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
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波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
例、韩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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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籍1例、新加坡
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
治愈出院289例，在院40例（其中轻型11例、普通型29例）。

第32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刚果
（金）。该患者自刚果（金）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
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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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9月3日（隔离第14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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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间断乏力3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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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日18时至9月3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中国籍，毛里塔尼亚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332例（境外输入327例），尚在医学观察17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274例、转为确诊病例41例。

第33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毛里塔尼
亚。该患者自毛里塔尼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月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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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9
月3日（隔离第14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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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
标准，于9月3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293例无症状感染者于9月3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9月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5301人，尚有25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刘平）民营经济是实体经
济的基础，社会就业的主阵地，也是微观经
济的活力和后劲所在。特别是在制造业领
域，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5200家规上工业
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70%，增加值占
比超过四分之一，为制造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昨日，在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2021中国
（天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
上，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尹继辉介绍了我
市民营经济在制造业立市中的地位和作用。

据介绍，从目前看，制造业立市已初见
成效。截至7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达到14.9%。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7.8%，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2.9个百分
点。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提升，累计增长
6.5%，其中制造业增长25.9%，凝聚了充沛
的动能。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民营制造业企业地位作用进一步凸显，已经
成为了制造业立市的生力军和突击队。

去年以来，我市民营经济发展规模、质
量、效益得到不断提升。截至今年上半年，全
市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597.5亿元，同比增
长11.5%，高于全市0.1个百分点，占全市比
重35.5%。实现纳税总额952.8亿元，同比增
长17.12%，占全市比重48.17%。特别是制造
业领域，全市5200家规上工业企业中，民营
企业占比超七成，增加值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民营经济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尹继辉说，在顶层设计方面，我市

成立了民营经济领导小组和中小企业领导小
组，制定了一批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政
策措施；在政策支持方面，在智能制造专项资
金政策中，涉及民营企业的支持项目逐年增
加，民营制造业企业智能化步伐不断“提
速”。尤其是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间，我市出台
了惠企助企“27条”，从减税降费、就业稳岗、
降低成本、金融支持、优化服务等五个方面，
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截至目前，累计为20万
户市场主体免征社保费用247亿元，减免水、
电、房租等成本26亿元。今年，我们又修订
出台了新的惠企助企“16条”，作为“27条”的
升级版，为后疫情时代中小微企业应对市场
环境变化，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产业
链对接方面，去年以来，我们实施了产业链
“接链”行动，围绕银企融资、人力用工、上下
游配套等环节，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围绕构建“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我市将产业链发展作为重点抓手，梳理出
11条重点产业链，逐链固强补弱，推动产业
链高质量发展，支持更多民营企业在制造业
立市中发挥作用。尹继辉说，这些产业链
中，有很多头部企业都出自民营经济领域，
比如，中医药产业链的红日药业，生物医药
产业链的凯莱英、康希诺，新材料产业链的
忠旺铝材、金桥焊材，信息服务业的代表企
业云账户。

尹继辉在发布会上向在津投资发展的
民营企业家作出承诺：将不断强化真心真诚
服务企业的宗旨意识，倾心倾力改善营商环
境，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天津经济高质量发
展中的主力军作用，使民营经济在全面开启
“十四五”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闯出新天
地、再创新辉煌。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近日，由中建三
局北京公司承建的天津南开学校雅润路校
区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眼下已正式进
入装饰装修阶段。

南开学校雅润路校区项目位于天津
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总建筑面积5.32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所高中及一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计划2022年 6月 30日前
完成竣工验收，同年8月底投入使用。建
成后可为更多市民提供优质均衡的教育
资源，对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 姜凝）由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多家单
位共同起草的天津市地方标准《电动汽车维修场地高电压管
理规范（DB12/T 1074-2021）》，将于9月16日正式实施，适
用于天津地区已建、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各类电动汽车维修场
地的建设。据了解，该标准的部分研究成果已在天津市新能
源汽车安全服务保障能力复核中应用，今后将在我市整车制
造企业和售后服务机构中推广，未达到这一标准要求的需要
整改，以进一步提升我市电动汽车维修安全。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
港集团了解到，日前，天津港集团所属“津港
轮31”“津港轮32”两艘拖轮，均获颁签注有
“智能船舶（智能机舱、智能能效、智能集成
平台）”附加标志和“船舶网络安全”附加标
志的中国船级社船舶入级证书，标志着天津
港集团拥有了全国首批按照中国船级社《智
能船舶规范》建造并取得认可的全回转拖
轮。此次权威认证的获得也是天津港建设
世界一流智慧港口取得的又一突破性成果。

拖轮是协助大型船舶靠离泊、进出港，
兼顾拖带、破冰等工作的大马力船舶，是港
口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这两艘拖轮
是按照同一批图纸设计、施工、建造的姊妹
船，在船型、设备配置、作业功能以及智能化
水平上完全一致。它们在设计与施工中共
进行了 47 项安全改进，涵盖多种专利技
术。大到智能避碰系统，能通过近距离激光
探测对驾驶员盲区的障碍物进行预警；小到
一个舱室电源插座带有的温度监测与自动

保护功能。”天津港轮驳有限公司船舶监造
船长孟永勋介绍。

相比常规拖轮，智能拖轮又拥有哪些优
势？孟永勋告诉记者，天津港智能拖轮会更
多地运用“智慧大脑”，通过船舶智能化降低
船舶控制和管理难度、减少人为误操作，还能
优化船舶航行、控制燃油消耗，从根源上助力
船舶航行安全、人员操作安全，大幅提升船舶
运营及作业效率，更好服务于港口生产。

图为“津港轮32”拖轮 天津港集团供图

新闻发布厅

天津港获全国首批港作拖轮行业“智能船舶”权威认证

泰海基金韦尔投资共设子基金

总规模达8亿元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
前，天津泰达海河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基金（以下简称泰海基
金）携手“中国半导体设计第一股”韦尔股份公司旗下韦尔投
资共同设立韦豪泰海子基金，总规模达到8亿元。至此，运作
仅一年的泰海基金已成功投资5家天津经开区区内外重点企
业，合作设立2只专项基金，认缴总金额超过13亿元。

泰海基金是由天津泰达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出资18亿
元与天津市海河产业基金共同发起设立的。除了韦豪泰海
子基金外，中科泰海子资金也已于6月设立，将充分助力经
开区集成电路产业生态聚集发展。

中海油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项目投产

自主产能将达5万吨/年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近日，由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承
建的天津南港中海油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项目正式投产。
该项目是目前中国海油最大的油气水处理及集输化学品工厂，
将为大力实施增储上产攻坚工程、保障油田稳产增产提供稳定
高效的药剂支撑。

中海油油田化学渤海生产中心建设项目坐落于天津滨海
新区南港工业区。该项目投用后将主要用于海上钻油平台，
自主产能将达到5万吨/年，有利于提高钻探效率和质量，有力
确保能源安全稳定供应，助力京津冀乃至渤海湾区经济发展。

南开学校雅润路校区

项目主体全面封顶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天津大学
获悉，该校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生
物医学工程系黄显教授团队从“电子产品
环保易回收”的理念出发，研发出了可溶于
水的、用于制造电子产品的纳米复合材料，
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可溶解智能手表，并
能实现电子产品无污染快速回收，当需要
废弃回收时，只需要将电子产品丢入水中，
即可在几天之内降解，其中的芯片等元器
件仍然可以回收使用，既没有污染又能增
加电子元器件的利用率，为电子垃圾无害
化处理提供了一个全新思路。
“这款可溶解智能手表，其实是一种瞬

态电子器件。”黄显介绍说，对于这款手表，
水是刺激物，可在水的刺激下溶解。“此外，
该新材料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溶解
在体内，也能让植入设备在完成功能后消
失在人体中，生物医学应用前景广阔。不
过请放心，汗水并不能溶解它。”

世界第一款可溶解智能手表

天大团队研发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天津港保税
区管委会与益海嘉里集团签署益海嘉里
（天津临港）粮油食品工业园投资框架协
议。益海嘉里在津投资版图进一步扩大，
天津已成为益海嘉里集团在国内投资规模
和综合生产能力最大的基地之一。

据了解，益海嘉里集团是世界500强
新加坡丰益国际集团在我国投资的以粮油
食品加工、销售等业务为主的多元化企业
集团，经过十余年发展，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粮油加工及营销企业之一。据了解，此次
双方签署益海嘉里（天津临港）粮油食品工
业园投资框架协议，计划在保税区投资建
设粮油生产加工、大健康、生物科技等产业
相关项目，预计于2022年开始各项目的规
划建设。

益海嘉里在津增资扩产

投资建设粮油生产加工等项目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滨海
新区文化和旅游局获悉，滨海新区文物保
护与旅游服务中心揭牌成立。该中心以3
家博物馆实体馆为主体，以博物馆运营开
放、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区域旅游服务为主
责主业，旨在统筹文化和旅游资源，推动文
化和旅游事业融合发展，开拓“滨城”文物
保护和旅游服务的新路径。

滨海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
主要承担区域文物保护以及区域博物馆
收藏、研究、展示、宣教等相关任务，并且
新增旅游宣传推介、旅游信息咨询、旅游
项目预订、旅游商品开发、受理旅游投诉
等服务。

新区文物保护与旅游服务中心

揭牌成立

新学期伊始，天津

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联合公安南开分局嘉陵

道派出所，开展应急疏

散演练，提升师生的应

急能力和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石乔 摄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务局
获悉，今年以来，我市持续推动中心城区防
汛排涝补短板工作，全力实施河东区井冈
山路，河西区西南楼，南开区咸阳路、密云
路，河北区桥园里，红桥区西沽，东丽区程
林庄工业区以及北辰区普济河东道等8处
积水片改造和密云一支路地道改造任务，
推动市内六区和环城四区落实46处街道里
巷小区积水点改造任务，进一步改善城市
排水条件。

据悉，《天津市城市内涝治理系统化实
施方案》日前制定印发，围绕“津城”“滨城”
双城发展格局，坚持流域、区域、城市相统
筹，生态、工程、管理相结合，增强城市防洪
排涝能力，强化城市水安全保障，构建高标
准、系统化、友好型城市内涝治理新格局。
“十四五”期间，我市计划实施生态保护

与修复、防洪提升、城市内河水系治理、城市
竖向优化、雨水削峰调蓄、排水管渠及其附
属设施建设、雨水源头减排工程及搭建内涝

治理信息化平台等8类221项建设任务。到
2025年，基本建成满足韧性城市建设要求、
融入海绵城市理念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
系，城市载体功能和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
升。津城核心区大雨雨停后主干路网不积
水，暴雨雨停后2小时积水全部排干，历史
遗留积水片全面消除，非系统性易涝积水点
保障能力全面提升；超标降雨和超量来水情
况下，不发生严重内涝、不出现防洪堤防、护
岸及水库失守事故。

我市系统推动城市内涝治理
落实46处街道里巷小区积水点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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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1服贸会

京津冀服务贸易

协同发展论坛在京举行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2021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
发展论坛在服贸会首钢园会场举行，京津冀三地的多位专家
学者、企业代表汇聚一堂，围绕服务贸易领域的协同创新进行
交流分享，多角度展示协同发展成果。
论坛上，北京、天津、河北的代表分享了三地服务贸易优

势资源和典型案例。为进一步推动三地服务贸易发展，“京津
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智库”也在此次论坛上宣布成立，9位代
表受聘成为首批专家组成员，部分智库专家以“京津冀服务贸
易协同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展开了现场对话。
来自京津冀服务贸易领域的近300名企业、协会代表通

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与了本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