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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城文旅产业添丁增彩
航天主题公园 落户宁河区 计划投资25亿元

天津港迎今年最大批次进口车

泰达综保区

去年进出口同比增长超7倍

我市二手车出口企业增至10家
东疆保税港区占6家

联想天津产业园下月全面基础施工

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天津港保税区获悉，作为我市
2022年重点建设项目，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
建设正在加快推进，截至目前，场地平整、办公区和生活
区临建搭设、塔吊基础施工已经完成，预计3月进入全面
基础施工阶段。
联想（天津）智慧创新服务产业园于去年10月开工

建设，总投资约11.3亿元，该项目以“新智造，新生态”为
目标，着力打造集生产制造、研发实验、数字化展示于一
体的高度信息化、智能化业界标杆产业园。“建设初期，保
税区管委会提前介入服务，帮助我们加快前期手续办理，
提速审批服务，为项目推进抢出了宝贵时间。”联想天津
产业园负责人赵勇强表示。

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联想集团积极响应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在天津建设“一总部两办公区”。去年5月，
联想集团与天津市签署“十四五”时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以新IT技术架构为核心，通过发挥自身在智能化转型实
践过程中积累的技术和服务能力，推动天津“制造业立市”
和“数字天津”建设。

使用保险交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天津获批开展试点 缓解旅行社资金困难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
同意北京市、天津市、湖南省、甘肃省开展使用保险交纳
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试点工作的批复。该批复旨在落实
近日十四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
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中关于“加快推进保险代替保证
金试点工作，扩大保险代替保证金试点范围”的要求，助
企纾困，切实解决旅行社的资金困难。
批复原则同意四地文化和旅游厅（局）报送的旅游服

务质量保证金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四地严格按照《文化和
旅游部关于加强政策扶持进一步支持旅行社发展的通知》
要求开展试点工作，支持旅行社积极应对经营困难，有效
降低经营成本，推动旅行社经营全面恢复和高质量发展。

17项活动助力“3·15”

本报讯（记者 王音）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发布首批54家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单，西青区杨柳
青古镇街区入选其中。
据了解，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代表了本地鲜明的

文化主题和地域特色，具备旅游休闲、文化体验和旅游公共
服务等功能，融合观光、餐饮、娱乐、购物、住宿、休闲等业
态。街区旅游公共设施与信息服务体系健全，在全国具有
较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近年来，杨柳青镇深挖千年古镇丰富的历史内涵，传承

融合年画文化、运河文化、大院文化、赶大营文化，以镇北生
态休闲旅游、镇中特色古镇旅游、镇南现代产业游为框架，打
造京津冀旅游目的地。景区拥有4A级景区石家大院、2A级
景区安家大院，以及杨柳青年画馆、杨柳青民俗文化馆、董家
大院青衿集汉服馆等，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航天主题公园签约落户宁
河区科技城现代产业区，由中星电科航天科技集团投资兴
建，占地面积188亩，计划投资25亿元，打造具有高科技含
量的特色主题公园。
据介绍，航天主题公园作为文旅项目，市民可以在这

里参观火箭、卫星展览等。在公园的科普基地，市民还可

以了解我国航天的发展历程，亲身参与航天相关的升天、失
重等体验。投资方还将在主题公园内建设中星电科运营总
部，打造中星电科航天城，总体规划建筑面积约为14.5万平
方米，包括航天主题体验园、镜花园观赏园、航天培训中心
等。该航天主题公园项目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兴建，明年
年底建成。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从河北区获悉，天津意风区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意风区资产公司）、上海静恒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上海静恒商管）与上海钟书实业有限公
司（简称上海钟书实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日前在津举行，
这也标志着钟书阁天津首店签约入驻天津意风区。

据了解，被誉为“最美书店”的钟书阁，在设计、理念和经
营等方面都得到了专业客户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可。在签约仪
式上，上海钟书实业负责人表示，天津意风区的历史文化和建
筑风格与钟书阁的建筑设计气质相辅相成，在沟通过程中，也
更加坚定了他们在意风区开设钟书阁天津首店的信心。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港了解到，日前，随着2500多辆高端进口商品车搭乘“格罗日出”轮靠泊天津港环球滚
装码头，天津港迎来今年最大批次进口车，创下今年天津港外贸汽车单船进口量新高。 图片由天津港集团提供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2021年，泰
达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达106.79亿元，同比增长737.3%，增
幅在全国综保区中居于前列。
泰达综合保税区于2020年12月通过验收，其前身为天津

出口加工区。据了解，天津海关将在泰达综合保税区继续探
索以“保税+”为基础的创新型贸易业态，强化高端制造、国际
贸易、科技创新等服务功能，进一步发挥综合保税区衔接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的作用。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日前，我市
开展了新一轮二手车出口企业动态调整工作，经报商务部备
案核准，我市二手车出口企业数量增至10家。其中，来自东疆
保税港区的企业占6家。

据介绍，东疆二手车出口车型涉及商用车、乘用车等，出
口目的地覆盖非洲、中亚、东南亚多地。截至2021年年底，东
疆累计出口二手车650余台，货值超800万美元，业务总量占全
市约七成。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
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市市
场监管委、市消协将在今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
间，在理顺维权体制机制、维护市场秩序稳定、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等领域开展活动。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间，我市市场监管系统将

在市民关注的领域重点开展17项活动，包括建立市市场
监管委“消保+”联席会议制度，对种子、农药、化肥等农资
定量包装商品开展净含量计量监督抽查，开展随机查餐厅
及“红黑榜”公示活动，发布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
例，建立天津市消协房地产交易消费教育学校等。

“最美书店”钟书阁 天津首店入驻意风区

杨柳青古镇街区
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