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载运6.9万吨液化天然气的马绍尔群岛籍“安博”轮。

摄影 通讯员 孙超 尤小伟

装载7万吨液化天然气的“中能天津”号LNG运输船。

照片由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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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万余只候鸟翔集北大港湿地
火烈鸟“组团”报到 已在北大港湿地栖息1个多月

■ 本报记者 王睿

又到候鸟迁徙高峰季。这几天，作为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
北大港湿地热闹起来。据昨日观测数据
显示，东方白鹳、天鹅、大雁、白琵鹭、灰
鹤、反嘴鹬等近 70种、37万余只候鸟落
脚，令人惊喜的是，属于热带的世界濒危
鸟类——8只火烈鸟也前来报到。
“从上个月开始，天鹅、东方白鹳这些

候鸟的‘先头部队’便陆续到达北大港湿
地，我们随之在万亩鱼塘一带投放83万
尾、3.5万斤鲫鱼苗，以鱼净水、以鱼养水，
同时，也为候鸟补给食物。”北大港湿地自
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野保科工作人员孙洪
义告诉记者，从上周开始，候鸟种类、数量
每天都在增加，它们集中在北大港水库和
万亩鱼塘一带，栖息、觅食、补充体力。

采访中，滨海新区候鸟保护志愿者王
洪峰说，他经常在湿地观测、记录鸟类迁
徙情况。从上个月开始，万亩鱼塘深处8
只毛色发红的大鸟引起了他的注意。“远
远看去，它们的外形很特殊，透过观鸟镜
辨认，确定是火烈鸟。火烈鸟并不是头一
回到访北大港湿地，我们在2014年首次发
现，后来也陆续见过几只，不过都是短暂
停留。这次总共观测到8只，是历年来数
量最多的一次，而且栖息时间超过了1个
月。”王洪峰分析，火烈鸟“组团”而来，说
明这里的生态环境好、相对封闭，水位和

食物都适宜，也许随着天气转凉它们就离
开了，也不排除还会继续停留的可能。

眼下，面对这些远道而来的飞羽精
灵，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任务是让它

们吃得饱、歇得好，还要住得安全。对此，
湿地安排专职巡护员、配备巡护车，24小
时对重要点位，特别是鸟类聚集区进行巡
护，同时，布设80个高清摄像头，构筑候鸟

保护“天网”。孙洪义说，他们会持续观测，
一旦气温骤降、水面封冻，出现食物短缺的
情况，将及时投放鱼苗、玉米等，给候鸟备足
“粮仓”。

候鸟翔集北大港湿地。 照片由滨海新区候鸟保护志愿者王洪峰提供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岳付玉

“没想到这个‘智慧小二’帮了大忙。”
胡女士在红桥区洪湖里社区经营一家便
利店，因今年新冠疫情反复导致经营下
滑，令她愁眉不展。说起过去几个月的窘
境，她苦笑道：“每天面对空空如也的货
架，别说赚钱了，连进货的钱都不知道从
哪儿来！”

转机出现在今年4月。那天，天津银
行的工作人员上门办理“智慧小二”收款
码，在一次回访中提醒她可以申请线上纯
信用贷款。虽然没抱希望，但正发愁进货
资金来源的胡女士还是在客户经理的指
导下，从App发起申请，没想到一下子就申
请到3万元。
“最近额度提升，我的可用资金已经

涨到10万元了。要不是‘智慧小二’，别说

3.95%的年利率纯信用贷款，就算抵押高
息我们都很难借到。”胡女士脸上绽开了
笑容。

胡女士口中的“智慧小二”，就是我市
为助推市场主体健康发展开发建设的“智
慧小二”金融服务平台，对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发放随借随还类信用贷款，从源
头上解决市场主体“融资难、融资慢、融资
贵”的难题。

据介绍，“智慧小二”金融服务平台通
过对小微商户日常经营收入的大数据分
析，为小微商户打造专属纯信用贷款，做
到“入网易得、动态提额、随借随还、循环
使用”，让更多小微商户能够获得资金支
持，确保日常生产经营用款有备用、随时
用，满足个体工商户“小、频、快、急”的资
金需求，形成了普惠高效、风险可控、商业
可持续的金融服务模式。

经营一家小型餐饮店的刘先生也通过
“智慧小二”实现了资金周转。在新冠疫情影
响下，堂食生意大不如前，尽管有部分外卖订
单，但收入依然受到很大影响，房租、员工工
资等让刘先生感到压力倍增。一次客户经理
登门服务时，为他介绍了“智慧小二·天行用
呗”线上贷款产品。看到利率仅为3.95%时，
刘先生果断申请了贷款，“有了这笔备用金，
我的资金一下子就周转开了，过些日子，我还
准备开一家分店。”

截至10月末，“智慧小二”平台已累计
吸引我市近30万户个体工商户入驻，占全
市个体工商户总数的1/3，商业银行累计为
5.39 万户商户提供 34.56 亿元授信资金支
持，累计发放信用贷款15.24万笔、34.85亿
元，户均7.3万元，年利率最低可至3.95%，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扩大金融服务的可得
性、覆盖率。

本报讯（记者 陈璠 张璐）昨天，依托
海河实验室创新联合体，国家超级计算天
津中心联合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河实
验室、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海河实
验室等单位共同主办“计算—数据—智
能融合驱动的材料创新研究高端论坛”
在津举行。多位院士专家，国家级高端
创新人才，几十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
代表参加论坛主题交流，全国上百家机
构500余人线上线下参会。

新材料是支撑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关键基础原材料，也是高端装备制造
业的基础。当前，新材料的设计和研发
越来越依赖超级计算机，材料的模拟计
算已经成为超级计算主要应用领域之
一。目前，天河超级计算系统已经支撑数
百家机构、上千个材料研发团队，开展了
新材料研究，取得了广泛和良好的应用创
新成效，累计支持用户在《自然》《科学》等
材料领域国际顶级期刊以及主流期刊发
表论文超过1500篇，取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和成果转化几十项。国家超级计算天津

中心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打造的中
国材料基因工程高通量计算平台，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目前，平台注册材料模拟计算用
户1100多个，以超级计算支撑的计算—数
据—智能驱动服务于全国60多家科研院校
单位。

论坛期间，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
创）海河实验室与物质绿色创造与制造海
河实验室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将基于
新时代下新材料创制领域精准化、精细化、
智能化和融通化的发展趋势，共同探讨计
算驱动先进材料创新研究，以超级计算、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手段，打破学科
壁垒，融合学科创新，推进新材料朝着绿色
创制方向发展。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与
中国石化天津石化公司、天津重型装备工
程研究有限公司、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
限公司、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举行
战略签约，充分发挥天河新一代超级计算
机强大的计算能力，服务先进材料研发、先
进产品设计、优化运维信息化等，推动天津
新材料与先进制造创新和产业发展。

国家超算天津中心联合海河实验室举行高端论坛

超算驱动新材料创新发展

本报讯（记者 姜凝）2023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确认工作近日结束，
据教育部有关数据库最新数据统计，今年
全国共有17263人正式确认报考南开大
学，共有 16954 人正式确认报考天津大
学。据了解，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将于今年12月24日至26日进行。

数据显示，有4657人选择在南开大学
报名点参加考试，其他12606人选择在外地
考点参加考试。报考学术学位硕士专业考
生共计6855人，报考人数排名前5位的专业
是中国语言文学、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
理论、化学、政治学；报考专业学位硕士专业
考生共计10408人，其中，全日制专业学位
6726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3682人，报考人
数排名前5位的专业是公共管理、金融、工
商管理、应用心理、法律（非法学）。

另有数据显示，有5325人选择在天津
大学报名点参加考试，其他11629人选择在
其他考点参加考试。报考学术学位硕士专
业考生共计4901人，报考人数排名前5位的
专业是教育学、金融、管理科学与工程、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化学；报考专业学位硕士
专业考生共计12053人，其中，全日制专业
学位7471人、非全日制专业学位4582人，报
考人数排名前5位的专业是电子信息、工商
管理、材料与化工、公共管理、土木水利。

考研报名确认结束

全国3.4万余人报考南开天大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倾心倾力谋为
民之举、求利民之实，要求各级党员干部
坚持问题导向，在为群众办实事中不断提
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今晚播出的
《百姓问政》聚焦社区树木违规修剪砍伐、
家门口道路迟迟不通车等问题，邀请东丽
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分析短板不足，办
实事解难题。

东丽区华明家园昊园、德园等多个小
区物业公司在没有备案和审批的情况下，
对绿化树木违规进行“抹头”修剪，且对部
分树木进行砍伐。社区居委会和属地街
道并没有进行事前事中的有效监管。东
丽区万新街全长370米的汇莲路联通周边
多个小区，两年来，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多
次给出通车承诺，又多次往后延期。

本期节目邀请东丽区副区长孙晓光及
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现场。孙晓光表
示，要压实绿化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的责
任，加强一线监管和绿化保护的执法监察，
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要加强统筹
谋划能力，让群众的幸福感成色更足。

《百姓问政》聚焦民生实事

让群众的幸福感成色更足

本报讯（记者 房志勇）11月15日，载运6.9万吨液化天
然气的马绍尔群岛籍“安博”轮在国家管网集团天津LNG
码头完成作业，驶离南疆55号泊位。这是自京津冀地区进
入供暖季以来，该公司接卸量最大的LNG船舶。“从这艘船
上卸载的液化天然气，将用于京津冀地区今冬的输气供
暖。”国家管网集团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天津LNG计划2022年11月至2023年3月采
暖季期间，接卸LNG船30艘，为京津冀及华北地区输送约
200万吨、近28亿方天然气。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
公司天津LNG接收站（以下简称“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
站”）了解到，日前，装载7万吨液化天然气的“中能天津”号
LNG运输船平稳靠泊位于南港工业区的中国石化天津
LNG接收站，这是今年供热季开始以来，该站迎来的第5船
液化天然气，持续为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储能蓄“力”。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是华北地区冬季天然气调峰
保供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8年3月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
累计接卸LNG运输船433艘次，气化外输超330亿立方米。

天津LNG今冬要接30艘船

输送近28亿方天然气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天津地铁10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在
即。记者从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获悉，新线开通纪念票将于开通
当日同步发行。天津地铁10号线开通纪念票采用素描填色的
绘画手法，勾勒出10号线在天津城市中穿行的剪影，同时根据
“崂山”“香山”“万山”“方山”“微山”5个车站之“山”，结合海河
之“水”，在票面增加了“山”“水”元素。

票卡限量发行2500套，每套含独立编号，售价为66元/套，
含票卡1枚，可乘车1次。 照片由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提供

地铁10号线发行开通纪念票

个体户融资 多亏了“智慧小二”
平台吸引我市三成个体工商户入驻 累计发放信用贷款34.85亿元

疫情快报

11月15日0时至24时

新增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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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
门报告新增80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感染者，2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78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外省来
津货车司机4例，外省来返津人员2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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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航京津冀供暖季用气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11 月 15 日，
2022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落下帷
幕。6天来，31万人次观众走进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感受本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
大的汽车行业盛宴。

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20万平方米，
990台展车集体亮相，其中，新能源车占比
接近三分之一，与上届展会相比，比例大
幅提高。此外，智能座舱、智能操作系统、
自动驾驶解决方案等前沿技术也在本届
车展上有所展示，体现出智能汽车新时代
的特色。

记者了解到，下一届中国（天津）国际
汽车展览会计划于2023年9月27日至10
月6日举办，届时，将围绕企业绿色低碳转
型和产业优化升级等主题，展示最新汽车
产品与技术。

车展虽已结束，但系列汽车促消费活
动仍将延续市场热度。年底前，我市将继
续发放汽车消费券，叠加汽车厂家、经销
商、银行等优惠福利，为消费者送去不同
形式的购车“大礼”。

31万人次

参观天津车展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通讯员 李四航 记者 吴迪）昨
天，随着来自美国东海岸的MOL（商船三井）“摇滚精英”滚装船
缓缓停靠泊位，天津港海嘉汽车码头迎来对外开放后的首条外
贸滚装船舶。以此为标志，天津港又增添了一个具备内外贸全
品类汽车作业的滚装码头，助力北方国际商品汽车滚装运输枢
纽建设。

天津港再添汽车滚装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