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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实习生 赵亦非）我市在推动国
有企业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强化资本运作，建立
混改项目库、战投资源库、外部专业团队库、经营团队储备
库“四个库”，采取市场化方式引领社会资本推动国有企业
深化改革，助推国有企业产业升级，全力推动混改工作再
上新台阶。目前，混改项目库初步收录了50余个拟混改项
目；战投资源库收录了86家央企、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以
便做好与拟混改企业的服务对接，引入高匹配度、高认同
感、高协同性的战略投资者。

记者发现，混改项目库里收录的拟混改项目中有6个项
目属于首发上市，其中天纺标是天津纺织集团旗下的一家综
合性第三方检测机构，并于10月31日成为我市首家登陆北
交所的企业；渤海证券、海河设计集团等5家企业已开展上
市相关工作，力争尽早实现IPO。另外，金开新能、创业环保
2个上市公司定向增发项目均获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建立战投资源库，是帮助拟混改企业寻找潜在投资

者，以尽快实现混改落地的目标。”市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目前入库企业主要分三类：一是已成功参与我市各
级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后企业经营良好、实现
预期改革目标的；二是正在与我市各级国有企业拟混改项
目进行洽谈合作的；三是第三方中介机构结合混改项目所
属主业、所在行业情况，推介与主营业务具有强协同效应、
与企业所处产业链上下左右高度关联的。以通用机床集
团为例，其在前期与天津建立良好合作的基础上，围绕突
破高端数控机床领域技术难题，拟进一步整合我市工业母
机产业，实现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创新的深度融
合，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

我市还借助外脑统筹各类外部资源，把业务能力强、
过往业绩好的34家头部券商、律所、咨询机构、专业协会等
纳入外部专业团队库，发挥其在投行业务、投融资业务、资
本运作等方面的专业作用，为我市拟混改项目提供高质量
中介服务。

同时，市国资委党委结合深化国企混改、推进企业改
革发展，有针对性地逐步建立了三个经营团队储备库。一

是优秀年轻经营管理人才储备库。着重从监管企业集团中
层和所属企业正职中择优遴选优秀年轻人才，截至目前梳
理入库103名。二是“国企英才培养工程”优秀企业家储备
库。组织推动市管、委管企业实施“国企英才培养工程”，计
划到2025年培育百名骨干企业家，截至目前梳理优秀企业
家培养对象199名。三是市管、委管企业职业经理人储备
库。重点从历次报名参加市管、委管企业职业经理人选聘，
虽未聘用但考察表现较好人员中遴选，截至目前共储备人
才210名。在对上述三支队伍进行全面分析研判的基础
上，拟从中优选100名职业素养好、市场意识强，在生产经
营、资本运作等方面具有较高造诣的经营管理人才，作为经
营团队储备库重点培养人才。

我市深入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不断提高国资监管
效能，国有经济发展质效稳中有进。6月末，监管企业资产
总额 5.2 万亿元，同比增长 5.9%；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0.5亿元，同比增加1.6%。利润总额113.2亿元，超过预
算12%；工业总产值470.4亿元，同比增长7.2%。

我市引领社会资本助推产业升级

建立“四个库”推动国企混改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张清）“天津是一座和谐的城市，既浪漫又很
酷……”“一年四季，日出日落，天津美景美不胜收……”在“身边
的国际社会”眼中，天津是个什么样子？200余幅照片定格“她”
的美。

昨日，首届“‘身边的国际社会’眼中的天津”摄影大赛收官，
来自18个国家的外国友人在津拍摄的200余幅作品在市外办机
关开展。这些摄影作品涵盖天津城市景观、风景名胜、人文风
貌、乡村振兴等诸多领域，都是外国友人在天津工作、学习和生
活期间拍摄的。大赛由市对外友协、市文旅局、市文化旅游摄影
协会共同举办，今年4月启动，旨在通过“身边的国际社会”镜头
中的“光影时刻”“精彩瞬间”“独特视角”向世界宣介天津，展示
天津之美、天津之特、天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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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11月14日0时至24时

新增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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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0
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76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感染者，其中3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73例为无症
状感染者。其中，外省来津货车司机2例，外省来返津人员5例。

■ 本报记者 王睿

这几天，我市对口帮扶地区——
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传来好消息：在
天津援甘庄浪县工作组的帮助下，
36.5万亩马铃薯（又名土豆、洋芋）丰
收了！薯农们分拣、装袋，于“薯”光
中，忙碌着、快乐着……

透过这美好的乡村丰景，无疑，小
土豆做成了大产业，普普通通的“洋芋
蛋蛋”化身当地人的“宝贝蛋蛋”。对
于这一切，庄浪人感叹道：“亏了天津
来的老师们，让我们的马铃薯长成‘致
富薯’，让薯农告别‘薯道难’。”

天津援甘庄浪县工作组组长关
戬告诉记者，庄浪县土壤以黄绵土和
黑垆土为主，富含钾元素，且光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马铃薯生
长和薯块膨大。“瞄准这一优势，以及
马铃薯原原种（指0号种子）的广阔市
场前景，我们决定把马铃薯产业作为
庄浪县富民强县的‘黄金产业’来抓，
搭建引育繁一体化、产加销相衔接、

贸工农相结合的马铃薯全产业链发
展体系，为乡村振兴赋予产业支撑。”

我市先后投入东西部协作财政援
助资金3370万元，与庄浪县共建300
亩马铃薯津甘产业园，将马铃薯脱毒
种薯原原种“雾培法”生产技术与智慧
农业设施深度融合，精准控温、控水、
控肥，使马铃薯脱毒种薯原原种周年
连续生产，既保障全县薯农对脱毒种
薯的刚性需求、对外供应优质原原种，
又拉动当地农民稳岗就业，预计每年
人均劳务收入可增加 5000元以上。
记者了解到，马铃薯津甘产业园增加
了21套“雾培”生产设备，原原种繁育
产能从每年2400万粒升至4000万粒，
扩繁原种（指1号种子）2万多吨。

乡村产业拔节生长，科技支撑不
可或缺。
“我们请来天津这一领域的专

家，把讲台搬到田间地头，现场‘把
脉’，面对面给薯农传授高产优质综
合栽培技术，帮助大家破解以往马铃
薯亩产量较低、商品率不高的难题。”

关戬介绍，天津援甘庄浪县工作组将优
选育种作为农业发展的“芯片”，在永宁
农技推广区域站建设智能育种连栋温
室，引进马铃薯新品种（系）49个、启动
试验研究62项、开辟选育田50亩，选育
符合市场定位的优良品系。永宁农技推
广区域站站长苏小龙说：“天津援建的智
能温室落成后，相对于露天育种田而言，
提取马铃薯育种花粉不再受季节、气温、
湿度和风力等因素限制，能周年无限生
长，极大地提高了育种效率和成功率。”

产量和品质都上了台阶，销路自然
越走越宽。目前，马铃薯津甘产业园与
甘肃一航、定西百泉等公司签订种薯收
购协议，发展带动县内经销组织180多
个，建成贮藏库922座，贮藏能力达6万
吨；2家马铃薯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也加
入马铃薯原料加工、生产薯制品的阵队，
纵深推进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一时间，“庄浪马铃薯”的名字传播开
来。借着品牌效应的东风，产业园搭上
了直播带货的“快车”，形成了“线下体
验、网上下单、云仓发货”的营销模式。

天津助力甘肃庄浪乡村振兴 打造马铃薯全产业链发展体系

收获“致富薯”告别“薯道难”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11月 12
日，装载20.4万吨进口锰矿的海岬型
货轮“征服者”号靠泊天津港北疆26
号码头。在天津海关的监管下，该批
锰矿卸货转运，实现从“海岸线”到
“生产线”的无缝衔接。据了解，这是
今年以来天津口岸接卸的最大载重
量的锰矿船。据统计，今年前10个
月，天津海关共监管进口锰矿1500余
万吨，口岸进口量继续领跑全国。

为帮助矿产品高效通关，天津海
关建立了快速通关机制，优化一线人
力配置，实现海关卫生检疫、重量鉴
定、品质检验等通关作业环节无缝衔
接，确保“船到即检、随检随放”。与
此同时，将智慧水尺计重平台、无人
机引入重量鉴定领域，重量鉴定效率
提升超过30%。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昨天从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获悉，
地铁10号线初期运营运行图已进行了超过50天的试跑验证测
试，其中严格按照运营标准连续试跑图20天，累计开行8721列
次，列车总计运行18.61万车公里，正点率达到99.9%，为10号线
开通初期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按图行车”的依据，列车运行图在地铁日常运营工作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规定了线路各车次列车占用区间的顺序、
行车间隔、停站时间等关键要素，是列车运行轨迹的指向标，也
是保障乘客便捷乘车的基础。

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调度指挥中心技术团队介绍，作为东南
半环填充线，天津地铁10号线设有4座换乘车站，分别与1、2、
4、5号线实现换乘。要在不改变既有线首末班车接驳关系的基
础上，高效满足10号线乘客的接驳换乘需求，对运行图编制提
出了更高要求。“以10号线换乘车站屿东城站为例，技术团队充
分考虑机场出行需求，适当调整列车在屿东城站的折返时间，保
障了与地铁2号线的高效换乘，满足乘客夜间往返滨海国际机
场站的双向出行需求。”相关技术人员说。

此外，10号线所有列车均收、发于梨园头车辆段，为了不改
变乘客的出行习惯，确保运营时长、首发车时间与既有线一致，
需要组织列车早发晚收。技术团队充分考虑段场情况、设备维
检修需求，反复研究、测试，通过采取压缩列车的收发时间、分时
段交叉施工等措施进一步完善列车运行图，使每日行车时长与
施工天窗时长达到均衡高效。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市公交集团启动冬
运。该集团三级管理人员在全市222个站点现场进
行客流调查，维护车辆进出站安全，疏导乘客乘车秩
序，并通过三级智能调度系统大数据分析科学动态
投放运力。

市公交集团各子公司提前准备应对特殊天气突

发情况，特别是针对新能源公交车性能特点，对车辆进
行换季保养检修，排除故障隐患，杜绝“带病车”上路，为
市民冬季出行保驾护航。

进入冬运后，该集团还将对基层140多名服管员和
全体驾驶员进行全覆盖培训，确保冬运期间驾驶员严格
执行“四全一转一开”防疫政策和“车厢温度≤16℃时，开

启暖风”的空调标准。同时，为减少冬季乘客候车时间，
市民可通过“天津公交”App查询车辆实时信息，掐点出
门、智能候车、智能乘车。冬运期间遇到问题，市民乘客
可以拨打公交客服热线96196咨询反馈。

上图：公交集团对车辆进行换季保养检修。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范超 摄

公交启动 车厢温度≤16℃时开启暖风

天津口岸迎最大载重量锰矿船
前10个月锰矿进口量领跑全国

“‘身边的国际社会’眼中的天津”摄影大赛收官

200余幅照片定格“她”的美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305期3D开奖公告

3 1 5
天津投注总额：91186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75注
545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31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5 29 19 03 10 13 06

全国投注总额：42529262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派奖：一等奖特别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派奖：六等奖翻番奖

19注
9注

251注
2997注

139749注
2199357注
13229154注
9128204注

5876981元
2222222元
8298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1640635486元
下期一等奖特别奖派奖金额：20000000元
下期六等奖翻番奖奖金余额：515638075元

地铁10号线试跑超50天

4次接驳换乘保证正点率

南疆海关关员对“征服者”号进行水

尺计重。 天津海关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