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协定应用水平稳步提升

前8个月我市外贸企业享进口关税减让8.9亿元
本报讯

今日 4 版

马晓冬

（记者
）记者从天津海关、天津市商务局和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天津市分会日前联合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
近年来，
我市进出口企业对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
让政策的利用水平稳步提升。今年 1 月至 8 月，
天津市企业享
惠进口额为 126.6 亿元，共享受关税减让 8.9 亿元，创三年来新
高。目前，我市相关部门正通过政策宣讲等方式引导企业做
好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实施的准备工作。
据了解，自由贸易协定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
的方式，
就贸易自由化所签署的贸易条约，
其重要目的是促进
经济一体化，
消除关税等贸易壁垒，
实现货物自由流动。据介
绍，今年 1 月至 8 月，天津海关为出口企业签发各类自贸协定
原产地证书 3.6 万份，货值达 186.9 亿元，企业凭原产地证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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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口国享受关税减让约 9.3 亿元。同期，
市贸促会出具原产
地证书 1.6 万份，
帮助企业减免关税 3.7 亿元。
明年 1 月 1 日，RCEP 将正式实施，成员包括东盟十国、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 15 个国家。为帮助企业
更好地利用自贸协定，今年以来，天津海关与天津市商务局、
市贸促会开展多次 RCEP 关税减让政策宣传、培训和调研，1
月至 8 月共举办 20 余场政策宣讲会，近 2000 家进出口企业参
加了系列政策培训。
据介绍，前 8 个月，我市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 1847.1 亿
元，同比增长 4%，占全市进出口总额的 33.5%。相关部门将进
一步做好对我市重点行业企业的自贸协定原产地政策宣讲和
“一对一”
指导，
同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帮扶力度。

最是暖心“娘家”情
—— 市总工会下足功夫倾情关爱职工群众纪实
■

本报记者 曲晴

面对病患：无微不至 倾情呵护
“还在医院住院时，
工会就送来了慰问金2000元，
之后单
位工会又为我申报了职工大病救助，
不出一个月，
我就收到了

为职工服务“体察入微”，
更加着眼“人情世故”。
为了让退休职工真切感受到受重视、有温暖，
今年市总工
会推行实施“四个一”暖人心服务举措，即“举办一个小仪式，
送上一封感谢信，赠送一份纪念品，送上一张服务卡”。将举
措落实到每一个单位、落实到每一名职工，在各单位、基层工
会和广大职工中产生了良好反响。
此外，
市总工会还鼓励各基层工会根据自身实际，
探索拓
展更多“自选动作”，特别强调，
“四个一”重在“情”字、重在用
心，不要在“钱”字上做文章，不刻意追求花多少，关键是体现
真感情。
退休职工们表示，
“四个一”
是一项小切口大意义、小载体
大情怀的工作，
传递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怀着真诚和敬意送温暖，
为家属排忧解难。
“工会帮我找工作，解了我心中的烦心事！经过 3 次岗位
推荐，我终于在 7 月份入职了软件公司，做财务助理，薪酬也
满意！”
天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困难职工家属王思（化名）充满
感激地说道。

（下转第2版）

都市畅游 一场穿越时空之旅

本报记者 吴巧君

国庆长假首日，
络绎不绝的自驾车一早就穿行在96平
方公里盐田长长的小道上，
两边一望无垠的万顷盐池在秋
日阳光下闪闪发光，
让置身其间的游客心旷神怡。自驾车
驶入盐池最深处，
停留在盐田汇客厅广场，
游客们立即被音
乐、
舞蹈与美食包围，
万顷盐池成为一片欢乐海洋。
这是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在自己企业的
千年古盐场举办的“盐田美食节”
暨“芦花海盐杯”
手机摄
影大赛的开幕式。75 岁的李振声大爷神采奕奕地端着
相机，不时对焦眼前舞台上的曼妙舞姿。
“平时爱好拉手
风琴，
爱好唱歌，
今天与合唱团的队友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我们天津浓郁地方特色的盐渔文化，品尝一下盐田风味
的美食，
很开心。我要把眼前的民俗文化、盐田美景拍下
来，
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看看。
”
李大爷说。
距离舞台百米开外，
是胜雪精盐堆成的盐山，
孩子们
推上塑料手推车，
铲起一车车白盐，
体会制盐工人的辛劳
与劳动的快乐；广场内高耸的瞭望塔上，游客们极目远
眺，或粉或蓝或灰白的一块块盐池，像极了染色板。三岁
半的邢雅琴在奶奶刘淑琴陪伴下品尝了美味的盐田虾，
“今
天是祖国的生日，
带着小孙女来了解盐业历史和古法制盐工
艺，
感觉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生日。
”
刘淑琴说。
“我们在国庆假期推出这样的活动，
既丰富了市民假
日生活，
也宣传了我们千年古场的盐文化，
是两全其美的
好事。”天津长芦汉沽盐场负责人对记者说。据了解，自
2020 年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打造盐业风情游览区以来，已
接待游客 3.2 万人次。因为“盐业生产+工业旅游”这个
新模式的推出，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先后被授予天津市“海
盐科普基地”
和“滨海新区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
‘近代中国看天津’
，
早就听说天津是一座有味道的都
市，正好趁着大学的 4 年时间，我想好好了解这里。”叮铃
铃……国庆假期，来自河南的大一新生贾小怡和伙伴们一
大早出门，一份提前做好的攻略，一张电子地图，一辆共享
单车，
开始她的“津门穿越之旅”。
“这座海神庙，比天津城还古老。”在古文化街中心点，
建于 1326 年（元泰定三年）的天后宫坐西朝东，面向海河的
建筑群与戏楼遥遥相对，是游客到天津必打卡的景点之
一。小贾如数家珍：
“我知道，它原名天妃宫，俗称娘娘宫，
是市区最古老的建筑群，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妈祖庙
之一，
每年都会在这举行大型民间酬神庙会活动，
也造就了

宫南宫北大街也就是现在的古文化街的繁荣。”
“我们还去
了街口的官银号，那里是清政府 1902 年在天津成立的直隶
官银号，
后来的北洋政府直隶省银行，
现在里面已经是现代
化的银行大厅了，
自助办理方便得很。
”
“老乡”
王晓阳补充：
“从当时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
到如今的金融创新运营
示范区，
足见天津‘家底儿’
深厚，
一脉相承。
”
下一站是金街和平路。按“老例儿”踩一踩大铜钱“走
好运”，参观下“百年劝业博物馆”老物件儿，品一品最时尚
的文创雪糕，在建于 1922 年的浙江兴业银行原址喝一杯咖
啡……贾小怡感慨：
“1928 年就有了‘劝业场’，当时被人誉
为‘城中之城，市中之市’，繁盛胜过上海的十里洋场，可以
说天津现代繁华格局的形成是从它开始的。
”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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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文博场馆推出一系列特色
主题展览和互动体验活动

市民畅享“假日文博大餐”
来滨海打卡“文旅盛宴”
天津车展 玩出不一样感觉
蓟州已接待游客38.9万人次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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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大雨伴随雷电

这个假期 把美丽的记忆留在意风区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十一”
假期，
市民游客顺着海河北岸走进意风区，
欣赏
着古朴典雅的西式建筑，
品尝着风味醇厚的牛排意面，
享受
着国庆假期带来的轻松惬意。新冠疫情下，非必要不远行
成为共识，
转转意风区成为在津人们的必要选项之一。
一个是互联网产业创业者，
一个是医院护士，
由于工作
的原因，
蔡振、张沅夫妻二人除了早晚，
平常休息日、假期能
够交集的日子寥寥无几，
随着蔡振的企业走入正轨，
这个国
庆假期他决定关掉手机，
给自己放两天假，
多陪陪爱人和孩
子。
“今年五一小长假时，就准备和家人到重装焕新的意风
区来打卡游玩，可惜那时工作很忙，实在抽不开身，今天不

东到东北风 2-3 级 降水概率 70%

夜间 小雨

仅要逛逛意风区，还要乘海河游船，参观梁启超、曹禺故
居……”
蔡振将自己和家人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清爽的秋日，
带着雨露的轻灵，
带着花草的芬芳，
滋润
着你我的面庞，一种美好也飘然于心。”在作完一幅以意风
区为主题的油画后，今年 19 岁的女孩程悦熙，在油画背面
注上了一首自己编写的诗句。虽然大学主修的是数字机电
专业，
但她将几乎所有课余的时间都倾注在油画上，
并在重
要的节假日到旅游景区感悟写生。
“ 想要画一幅满意的油
画，对于我来讲，需要一种环境的氛围和情感的烘托，在意
风区的各个角落，我都能感受假日带给人们发自内心的快
乐，
再加上这里独有的异域风情，
对我的创作灵感有很好的
启迪。
”

北风 3-4 级

（下转第2版）

降水概率 60%

温度 最高 22℃

一条条巨龙般的全封闭生产线匍匐
在地面，
桁架机器人、自动包装码垛机械
手、可全向移动的 AGV 小车等智能设备
正有条不紊地运行……近日，记者走进
天津金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桥焊材）的数字化车间，
智能化程
度令人惊叹。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传
统制造企业而言，
要立足创新，
积极推动
智能化改造，才能获得发展的新动能。
目前，东丽区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
找准科技和生产对接的抓手，
全力推
动传统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完美“变脸”。

50人传统生产线 现在仅需几个人

面对难题：精准施策 尽心竭力

盐滩欢乐游 不负胜景与美食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最低 17℃

原先铺满地面的那些油迹斑斑的钢
板变成了耀眼洁白的大理石，曾经要 4
个人才能滚动、重达 1.2 吨的工字轮消失
得无影无迹。从原材料拉拔到物料输送
转移，
从成品层绕包装、贴签到成品运输
入库，
金桥焊材全部实现“机器换人”。
“以前一条生产线需要 50 余人，现
在仅需要几名技术人员，同产能人员配
置节省了 80%以上。”该公司党委副书记
李红梅介绍，
“ 随着 26 条智能化生产线
投入使用，关键部位的生产效率提升了
5 倍，整体综合能效提升了 40%，并实现
了工业生产的清洁化、绿色化。
”
金桥焊材是东丽区加快传统企业转
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为推动传统制造企
业焕发生机，
近年来，
该区加快智能化改
造步伐，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支
持企业通过改革创新、整合优势、改造提
升等路径实现转型升级。

——

职工身患大病怎么办？困难职工家里遇上难事了怎么
办？当人们寻求帮助时，就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娘家”——
工会。
这份沉甸甸的信赖，就是市总工会心系职工群众、忠
于职责，积极担当作为、工会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最好
佐证。
近年来，
市总工会认真落实市委“面向基层、面向普通、
面向弱势、面向急难”
的要求，
用心服务职工，
切实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
的问题。
急群众之所急，难群众之所难。市总工会在做好困难
职工帮扶解困工作、开展职工大病救助、服务农民工、开展
网上普惠服务职工工作、帮助基层工会提升服务能力上下
足功夫。

5 万元的大病救助金。出院后，我又收到了 1.2 万元的救助
金。对于我们这种困难家庭，
真是雪中送炭啊！感谢党和政
府！
”
这是天津高盛钢丝绳有限公司员工张颖的心里话。
获得困难救助的职工，
不止张颖一人。
近几年，市总工会向着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和最烦心、最操心、最揪心的实际问题“开刀”，特
别围绕职工看病负担重等问题，
制定了关爱慰问、大病救助
等服务举措，
用心用力用情做好服务基层、服务职工工作。
为缓解重大疾病给职工家庭生活造成的压力，市总工
会先后推出职工重病关爱和大病救助等普惠服务举措。自
2019 年 1 月起，对每年首次在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
住院治疗的在职会员予以慰问，
发放慰问信和慰问金，
截至
今年 9 月底，市总工会已累计投入重病关爱专项资金 8054
万余元，
慰问住院职工 8.54 万余人次。
此外，
对在职会员因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治疗，
经社
保及单位二次报销后，一年内发生个人自负医药费超过 6
万元的，分梯度给予 1 万元至 5 万元的救助。据了解，这也
是全国各省区市一次性给予重病职工救助最多的。截至今
年上半年，市总工会已累计投入大病救助专项资金 1.24 亿
元，
救助 3474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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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也是一种
“健康码”

张玥

“十一”黄金周，人可以放假，疫情防控的“安全模式”仍然
要开启；出门畅游、休闲娱乐，无论身处何地，文明过节的意识
也要时时“在线”。
疫情防控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人人都筑牢自己的防线，才
能换来大家的平安。出门戴好口罩，出入公共场所主动亮码、
接受测温，排队时按照一米线保持间距，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
集，随时注意个人与环境的卫生……形成良好的防控习惯，当
好文明出行、疫情防控的践行者，这些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常
态化疫情防控下的行动标配。越是在假期这种欢乐祥和的氛
围里，越要绷紧防控这根弦，不给病毒任何可乘之机。
做好个人的疫情防控，说到底也是讲文明的体现。如果
说节日是展示社会气象的橱窗，那么文明行为应是最亮眼的
“展品”。回顾以往节假日里不和谐的现象：高速公路的应急
车道被一些私家车占据，景点中“到此一游”的印记和随意丢
弃的垃圾……如何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还需要人们拧紧
头脑中的文明开关。我们的生活中，有《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这样的法规，亦有社会自发形成的公序良俗。心里多一
些对它们的敬畏和尊重，就会明了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如
今，人们已习惯“亮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明也是一种“健
康码”，需要我们“随身携带”，时时展示出“绿色”的一面。
文明过节、快乐度假，绷紧疫情防控之“弦”，守好文明“关
卡”，才能畅享假期时光。
在泊船时效率每小时 361 自然箱

天津港刷新“地中海西非线”纪录
本报讯

马晓冬 万红

（记者
）10 月 1 日上午 11 时，
“地中海
的里雅斯特”
轮驶离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
较原计划
整整提前 5 个小时，
以每小时 361 自然箱的在泊船时效率刷新
“地中海西非线”
全球作业效率纪录。同时，
13021 自然箱创下
了天津港集装箱单船作业量的历史新高。今年以来，
太平洋国
际公司先后 3 次打破国际集装箱班轮航线全球效率纪录。
在“地中海的里雅斯特”轮本航次作业中，天津港集团在
海事、海关、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与船公司和前一港口
全面协同，提升重点作业线效率，实现“一盘棋”谋划、
“ 一体
化”
推进、
“全过程”
保障。太平洋国际公司均衡配置作业线机
械、车辆、人员和维保资源，
全面推行模范工艺流程，
确保船舶
“零待时”
靠离、作业“零延时”
展开、设备“零故障”
运行。
太平洋国际公司围绕自动化改造、系统集约整合、全景数
据融合等重大项目，
在此次“地中海的里雅斯特”
轮的作业中，
依托全景可视技术和大数据分析平台制订了生产组织计划，
提前规划落箱场地和车辆行驶路线，
打开航运作业“黄金窗口
期”，进口卸船作业效率攀上每小时 728 自然箱的高峰。同时
精准预判陆运作业高峰时段，协调客户错峰集港、暂落集港，
推动出口装船作业效率达每小时 496 自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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