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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近日，商务部对
外贸易司相关负责人透露，商务部等七部
门已完成第六批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的扩围工作，新设8个试点，我市王兰庄国
际商贸城名列其中。随着该试点的落地，
天津已“集齐”国务院加快培育的全部六
种外贸新业态，包括市场采购、跨境电商、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离岸贸易、海外仓和
保税维修。

近年来，我市跨境电商、保税维修、外
贸综合服务企业等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了
较快发展，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延
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成为“买全球”“卖
全球”的重要平台。此次试点的市场采购
贸易方式是指，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
购商品，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办理出口通
关手续的贸易方式，单票报关单最高限额

为15万美元。这是为了方便国际采购商
在中国专业市场采购小商品，简化办理出
口手续。2014年以来，该贸易方式已在全
国五批31个市场集聚区落地。据海关统
计，去年全国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
9303.9亿元，同比增长32.1%，高于全国平
均增速10.9个百分点。

与传统外贸业态相比，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具有四方面政策优势：一是门槛低，

可参与的市场主体更加多样；二是无票免
税，对用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货物免
征增值税，不办理出口退税；三是通关便
利，每票报关单对应的商品清单在5种以
上可简化归类申报，允许对货物组柜拼箱
操作；四是多主体收汇，突破了“谁出口、
谁收汇”的限制，允许供货商、外贸公司、
采购商根据贸易背景收结汇。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试点

的获批将提升王兰庄国际商贸城的知名度，
有效聚集人气，激发市场活力，繁荣周边商
圈。试点释放的政策红利可为我市自行车、
地毯、乐器、汽车零配件、阀门、绢花等优势商
品出口提供便捷通道，并吸引“三北”地区商
品、产业资源向我市集中，扩大天津口岸和我
市出口能级。此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也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搭建了开拓国际
市场的桥梁，解决其面临的业务能力缺乏、财
务不健全、单多量小货杂等问题。
我市将出台《天津市开展市场采购贸易方

式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加快建设联网信息平
台，构建市场采购贸易支撑服务体系，推动试
点早落地、早见效。据测算，我市试点平稳运
行后，将带动千余家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参与国际贸易，试点市场成交额将超过200亿
元，出口额有望达到100亿元至300亿元。

王兰庄国际商贸城入选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天津“集齐”六种外贸新业态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按照《天

津市居住证管理办法》的规定，拟就《市发展改革委市人社局关
于印发天津市居住证积分指标及分值表的通知》中“居住”指标
的购房居住积分分值进行调整，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一方面是落实《“十四五”新型城镇
化实施方案》中“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
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
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要求，进一步
扩大居住证积分落户规模；另一方面是依据《天津市居住证管理
办法》缩短在我市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居住人员的积分落户年限，
进一步完善居住证积分指标中“自有住房”加分政策。

根据公告，拟将“在本市购房居住（自有住房），住房在和平
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的，每年积10分；住
房在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的，每年积11分；住房在武
清区、宝坻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的，每年积12分；住房在
滨海新区的，每年积15分”调整为“在本市购房居住（自有住
房），住房在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南开区、河北区、红桥区的，
每满一年积10分，住房为新建商品住房的，一次性加15分；住房
在东丽区、西青区、津南区、北辰区的，每满一年积12分，住房为
新建商品住房的，一次性加25分；住房在武清区、宝坻区、宁河
区、静海区、蓟州区的，每满一年积12分，住房为新建商品住房
的，一次性加25分；住房在滨海新区的，每满一年积15分，住房
为新建商品住房的，一次性加30分”。

此次征求意见期自2022年9月27日至10月10日。意见建
议可通过邮件方式反馈到：sfzggwshjyc11@tj.gov.cn。本次调整
内容将于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扩大居住证积分落户规模

完善“自有住房”加分政策

购房居住积分分值拟调整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今天，天津网上办
事大厅的“市场主体一网通办平台”上线运
行。市市场监管委在实现企业开办、注销“一
件事”基础上，推出食品经营“一件事”、医疗
器械经营“一件事”。各类从事相关经营的有
限公司都可以通过一网通办平台按“一件事”
办理流程同步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仅销售
预包装食品备案”“医疗器械经营备案/许
可”，实现企业开办准入准营办理“一件事”。

此次推出的“一件事”事项对市场监管
部门的相关审批、许可和准入环节和流程、
表单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合，有效解决企
业办事一个部门“多头跑、重复跑”的难点堵
点问题。市市场监管委通过“市场主体一网
通办平台”与我市食品经营许可管理系统、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管理系统对接，从办事流
程、信息采集、办理环节等方面进行整合，实
现信息共享。拟从事“食品经营”“医疗器械
经营”的企业申请人只需按照一张表单填写
一次信息，就可完成市场主体设立登记和相
关联办事项以及“食品经营许可”“仅销售预
包装食品备案”“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
“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等事项申报，无需
登录多个系统再行办理。

“市场主体一网通办平台”上线运行

食品、医疗器械

准入准营“一件事”办理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金秋时节，蓟州区于桥水库前置库碧
绿的水面上，两条渔船正在捕捞河蟹。青背白肚、金爪黄毛、个
大肥美，捕捞上来的河蟹非常喜人。这标志着蓟州区在于桥水
库实施以鱼净水后，以蟹净水也获得成功。

据天津市渔阳水利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于桥水库22
平方公里的前置库承担着充分净化上游来水的使命。他们在种
植芦苇进行自然净化的基础上，今年增大了人工放流水产苗种
净化水质力度。其中，投放河蟹苗用于对于桥水库前置库内的
水草、浮游植物和底栖生物等进行自然净化，同时以此为饵料长
成生态蟹，收到净水和生产绿色水产品双赢的良好效果。这种
生态蟹不投喂任何人工饵料，是真正的纯生态产品。国庆假期，
预计有1万公斤生态蟹上市，满足市民节日餐桌需求。

蓟州于桥水库生态蟹丰收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年年初，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
2022年20项民心工程。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聚焦各项民心
工程完成进度，邀请市农业农村委党委书记、主任金汇江和相
关处室负责人，围绕市农业农村委承担的农业机械化托管服
务、稻渔综合种养及农产品品牌建设等项目的落实情况向群
众汇报。

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委完成了31.08万亩农业机械化生
产托管服务，建成10万亩稻渔综合种养基地，新培育了28个
“津农精品”品牌。节目现场，市农业农村委各处室负责人对民
心工程项目带来的农田收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情况进行
了详细汇报。市人大代表、行业专家围绕如何打造具有天津特
色的“津农精品”品牌、建设现代都市型农业、实现农业高质量
发展等问题建言献策。据介绍，今年第四季度市农业农村委将
在完成好2022年20项民心工程的基础上，围绕农业农村发展的
短板和农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安排落实好明年的民心工程项目，让
广大农民群众满意。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布第35号通告。为加强疫
情传播风险排查，做好国庆节前疫情防
控工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今日6
时起在全市范围继续开展核酸检测。

凡居住在我市的广大群众，采样前
要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静止，按照安
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滨海
新区全域居民在核酸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要保持静止；市内六区及环城四区居民

采样后需持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和72小
时核酸阴性证明安排必要出行；远郊五区
居民需持有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安排必
要出行。提倡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后流动。

滨海新区要严格查验本次核酸筛查阴
性证明、场所码和健康码；市内六区及环城
四区要严格查验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
72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场所码和健康码；
远郊五区要严格查验本次核酸采样证明、
场所码和健康码。

今日6时起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市台办举办2022年天津台博会
“越吃越嗨心”新品推介活动，9个台湾品牌29款新品与市民见
面。参与台博会的台湾餐饮品牌创新菜肴，让津城市民的味蕾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新鲜。

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市民担心吃不到这些台湾美食。市
台办二级巡视员陈建萍表示，可通过“920嗨购节”微信小程序
了解台企店铺、新品及打折活动信息，还可在线订购美食，部分
台企开通了网上销售平台，进入“品牌购物”就可享受台湾美食
送到家服务。

台博会举办新品推介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杨）当前，我市疫情
形势复杂，防控任务严峻。昨日，市疾控
专家再次提醒各行业、各单位和广大市
民，国庆假期临近，要毫不懈怠履行疫情
防控四方责任，从五方面做好个人防护。

第一，严格规范安全出行。国庆期
间倡导市民就地过节，我市本土聚集性
疫情期间，坚持“非必要不离津”，避免前
往高/中/低风险区、实施静态管理区域、7
日内新增新冠病毒感染者地区及其所在
县（市、区、旗），非必要不前往上述地区
所在地市及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返津
时，要落实抵津前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
查验及抵津24小时内“落地检”要求。

第二，严格重点区域人员管控。7
日内，具有高风险区旅居史实施7天集
中隔离，具有中风险区旅居史实施7天
居家隔离，具有疫情所在县（市、区、旗）

旅居史实施“三天两检”，具有我市公布重
点疫情地区旅居史参照官方平台公布政
策管理。静态管理区域人员原则上实施
居家管理，严禁离开本小区，出现新冠肺
炎“十大症状”立即向网格员进行报备。

第三，加强主动报备。近期，风险场
所点多面广，市民要及时关注病例活动轨
迹、健康提示等，发现与通报的感染者有
时空交集立即主动向社区、单位报告，原
则上至少进行核酸“三天两检”。特别是7
日内具有静态管理区域旅居史的人员要
立即向所在街道（社区）报备，纳入居家隔
离至离开风险区域满7日，如静态管理区
域解封，本人24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可解
除相应管理。

第四，强化社会面管控措施。提倡外
地来返津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探亲访
友、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倡导从简举办

婚庆、殡葬等活动，如需举办应向社区（街
道）做好报备，原则上不进行大型聚餐、团
建等活动。引导自驾游人员每到一地主动
进行核酸检测。零售药店购买退热、止咳、
抗病毒、抗生素、治感冒等药物人员要在
72小时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并及时就
医。建筑工地等人员密集型单位要查验外
地返岗人员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第五，健康细节不放松。市民应配合公
共场所做好核酸证明、健康码查验和场所码
扫码等措施，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
五还要”。外出时尽量减少触摸公共物品；
使用厕所、电梯等公共设施后不用脏手揉摸
眼口鼻；不扎堆、不拥挤，和他人保持一定距
离，人多拥挤场所或进入室内务必规范佩戴
口罩。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干咳
等可疑症状，及时就近前往发热门诊并主动
告知近期旅行史。

国庆假期 倡导市民做好防护就地过节

疫情快报

9月27日0时至24时

新增55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9月27日0时至24时，我
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55例本土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8例（均
为轻型）、无症状感染者47例。55例感染者
中，1例为非管控人员，54例为管控人员。

《百姓问政》聚焦民心工程进度

日前，和平区新疆路社区开展“老

少同乐迎盛会、民族团结绘长卷”主题

活动。社区居民和学生用画笔描绘祖

国的大好河山和津城美景，抒发爱国

热情，喜迎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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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日，天津城建大
学与天津博物馆合作共建“红色文化实践
育人基地”，在该校“革命丰碑”展馆举行
揭牌仪式暨“天津城建大学思想政治教育
特聘导师”聘任仪式。双方将在实践育人
机制、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模式、联动主
题活动、探索党建工作联抓机制、推动联
办服务社会活动、推动联名开发文创产品
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共建。
“红色文化实践育人基地”构建校内外

协同育人共同体，将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课堂延伸到博物馆，依托丰厚的馆藏资源
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铸魂育人实效。加
强馆校合作交流，打造有影响力的红色文
化研究高地，细化实践基地建设，深化服务
社会功能，共同为推动红色文化保护、传承
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作贡献。

天津城建大学与天津博物馆

共建红色文化实践育人基地

为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搭建了开拓国际市场的桥梁，解决其业务

能力缺乏、财务不健全、单多量小货杂等问题

六种外贸新业态

市场采购 跨境电商 外贸综合服务企业 离岸贸易 海外仓 保税维修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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