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拓宽融资渠道频创全国首单

1月至10月，天津市融资租赁公司共发行债券产品138只，金额

994.98亿元，其中绿色债券14只，金额超过100亿元，且不乏全国首

单，如全国首单民营经济发展支持债券（碳中和绿色公司债券）等 制图 单君

探索形成绿色租赁创新发展模式

我市积极激励租赁企业助力绿色产业发展，尤其支持具有

能源产业背景或具备相关产业基础的融资租赁公司率先推进

绿色租赁示范项目落地，探索形成绿色租赁创新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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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个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6%

工业企业利润结构继续改善
“火箭心”再发力 解少年“心”事
泰心医院成功为13岁少年植入纯国产人工心脏 5版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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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责编 刘雅坤 佟迎宾 美编 单君白天 阴转多云 北风0—1级到西北风2—3级 降水概率40% 夜间 多云转晴 西北风5—6级 降水概率20% 温度 最高11℃ 最低1℃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市金融局
获悉，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我市绿色租赁资
产余额近4000亿元，绿色租赁成为天津市
租赁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享誉海内外的
融资租赁聚集区，正在打造全国绿色能源租
赁中心。

在“双碳”背景下，绿色租赁标准体系的
构建迫在眉睫。眼下，我市积极开展调研，研
究制定绿色租赁服务流程规范，探索建立
绿色租赁企业或项目认证评价机制，加快探
索制定绿色租赁标准。

与此同时，我市积极激励租赁企业助力

绿色产业发展，尤其支持具有能源产业背景
或具备相关产业基础的融资租赁公司率先推
进绿色租赁示范项目落地，探索形成绿色租
赁创新发展模式。比如，引导国网租赁不断
加大对沙漠、戈壁、荒漠地区的大型风电、光
伏、水电基地类电源业务的拓展力度，助力乡
村振兴等。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国网租赁公
司绿色租赁业务规模超千亿元。

我市还支持租赁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便
利化发行各类绿色金融产品，鼓励银行业金
融机构加大对绿色租赁企业或项目的资金
支持。 （下转第2版）

我市着力打造全国绿色能源租赁中心 形成租赁产业发展新增长极

绿色租赁资产余额近4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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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酒泉11月27日电（李国利 奉青玲）神舟十五
号载人飞行任务27日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区合练和全系统
气密性检查。目前，火箭、飞船及发射场各系统状态良好，
已完成火箭加注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当日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迎来风雪交加的低温天气，
最高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这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
神舟四号发射任务之后，第二次在冬季严寒天气执行飞船
发射任务。

低温环境对处于室外的加注供气、非标塔勤设备性能
会产生不利影响，给飞船和火箭等飞行产品的空调保障增
加了难度，也让发射场供配电等能源供应系统面临严峻考
验。为此，发射场从技术、管理、质量和操作等方面深入分
析识别风险隐患，制定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开展专项设备
复查、运行检查和应急处置演练。

平台指挥刘阳带领岗位人员对发射塔上的窗口、平台
进行封堵、防雨、保暖等一系列有利于空调系统升温的工
作，保证火箭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中心气象室工作人员也
多方着手，通过风云卫星、探空气球、多普勒雷达等气象装
备，加紧进行气象监测和气象会商，确保为任务指挥部的科
学决策提供及时准确的气象预报。
“我们对发射月近40年能够影响到发射的气象因素进

行了专题技术准备，对大于10米的地面风和大于60米的高
空风及低于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天气逐一进行了归纳总
结。”发射场首席气象预报专家李兴东说。

神舟十五号船箭组合体运抵发射区后，已经完成了飞
船和火箭功能检查、匹配检查，组织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后
续将按程序进行火箭推进剂加注和发射工作。
“针对这次低温发射特点，发射场各系统持续开展设施

设备状态复查，我们有准备、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发射任
务。”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王学武说。

神舟十五号发射任务

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发射场做好应对低温天气准备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尚玉

玲 李杭）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昨天上午10时，随着火
车鸣笛，一列满载汽车、机械设备和日用
百货的中欧班列从天津新港站发出，将
经过二连浩特口岸站前往蒙古国。以该
趟列车为标志，今年以来，从天津地区发
往满洲里、二连浩特、阿拉山口3个口岸
站出口的中欧班列已达700列，同比增
加238列，增幅51.5%。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货运
中心新港营业部经理孙凯介绍，面对旺盛的
运输需求，他们一方面通过95306铁路货运
电子商务平台全天候线上服务，第一时间提
供提报需求、电子签认、线上追踪等全程“一
站式”网上服务；另一方面，推动铁路、港口、
船公司、货运代理公司四方联系机制，不断优
化中欧班列受理、查验、装车等环节，动态调
整班列作业场区集装箱堆码、装车路线，有效
提高了中欧班列的运输组织效率。

本报讯（记者 姜凝）25日，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文库》入选名单正式公布，全国共有65项成果入
选。其中，南开大学入选4项成果，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
二；天津师范大学入选1项。
南开大学的4项入选成果包括该校哲学院张晓芒教

授的《先秦推类思想辩证》、哲学院李娜教授的《公理化真
理论》、历史学院张荣强教授的《战国以降户籍制度的形成
与发展》及商学院李勇建教授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理论及
其在中国的实践研究》，涉及哲学、中国历史、管理学等相
关学科。天津师范大学的入选成果为该校历史文化学院
杜勇教授的《西周兴亡史研究》。
据了解，《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原则上每两

年评选一次，旨在打造国家级高端学术品牌，集中推出反
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反映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体现相关学科领域最
高水准的学术力作，鼓励广大专家学者以优良学风打造
更多学术精品。

全面学习深入领悟认真贯彻

滨海新区太平镇太平村爬坡过坎致富有“稻”

盐碱地长出“大粮仓”
■本报记者 王睿

朔风渐起，细雨生寒。
虽已过收获季，可在滨海新区太平镇太

平村，这里的村民依然沉浸在丰收的喜悦里。
为啥高兴？“自打村里在撂荒的盐碱地种

上水稻，每年这时候，总收成就要‘揭锅’了。”
“知道是啥意思不？就是我们各家各户的‘年
薪’快到账了。”“你说我们能不高兴吗？”村民
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表达着心中的喜悦。
太平村党委第一书记窦国义看着开心的

村民感慨道：“我们现在是致富有‘稻’，大家
高兴，日子有奔头！可记者你知道，要把1600
亩盐碱地建成‘大粮仓’，太难了。多亏有大家
的支持，我们村‘两委’带领大家爬坡过坎，一
路走来，真是不容易！”

太平村位于大港油田腹地，耕地面积1.2
万多亩，土地全盐量平均在7.14‰，最高达
10‰，属中重度盐碱地。

当地人这样形容：“干时一把刀，湿时一
团糟，密不透气肥力差，辛苦一年也白搭。”有
些地凑合种些作物，产量并不高，可重度盐碱
地啥都不长。一来二去，不少土地撂荒了。
“听老人们讲，上世纪50年代，太平村种

过水稻，大米质量还挺好。后来由于种种原

因，停种了。”窦国义说起，2017年，在滨海新
区农业技术部门的帮助下，他们在村里选取
20亩盐碱地，用有机硅调理剂进行土壤改良
试验，使全盐量下降60%以上，试种的4种水
稻都收割了。

这让全村人来了精神，“种水稻比种玉

米、麦子产量高”“碾成米卖的价也高”……
村“两委”班子心头准备大干一番的“火苗”
升腾起来，筹划着下一步“大棋”——成立
合作社，整合1600亩土地，引入先进技术，
降低土壤盐碱度，唤醒“沉睡”资产，大规模
种植耐盐碱水稻，培育农民增收的新支点。

窦国义代表村“两委”承诺：“对上交土地
的村民，我们按每年每亩550元支付土地承
包费，丰收了，再分红。”

话好说，事儿难办。村民不买账，“种白
瞎了可咋说”“旱田改水田要失败了，再改回
旱田，得调整个三五年，荒废的时间算谁
的”……显然，大家有顾虑，怎么办？
村“两委”班子挨家挨户做工作，讲政策、

说利弊。窦国义拍着胸脯表态：“如果没成，
550元照付，不让村民担风险。向盐碱地要
粮食、要效益是咱们的梦想，一定带大家把这
个梦圆了。”最终，村民点头了。但这也让窦
国义感到了压力，“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谁知，拐过一道弯，还有万重山。
2018年11月，太平村吹响“向盐碱地宣

战”的号角。
村“两委”班子带领村民起早贪黑，挖沟、

平地、建大棚……干了整整一冬。村民王风
呈告诉记者，经过深沟抬田、大水压盐、育苗
插秧、除草除虫、施肥引水，平衡土壤酸碱度，
土壤pH值降到了8以下，盐分也不足3‰。

正当一切准备就绪，2019年4月底，一场
大风给育秧的大棚膜全部吹烂；没等修补完，
突袭的台风又把大棚刮倒了。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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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工赴和平区调研并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立足区位商业金融资源禀赋
在“小地盘”上做出“大文章”

天津地区今年中欧班列发运量突破700列

我市5成果入选《国家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线上零工市场“不间断”运营

日前，和平区以公共就业服务平台为依托，率先启用

“不间断”运营的线上零工市场。零工市场的建立将为广大

求职人员和企业提供免费的招聘信息发布、求职信息登记、

职业指导等人力资源服务。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米哲）27 日下午，市委
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和平区调研，宣讲党的
二十大精神，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市委
十二届二次全会部署要求。

在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张工与社区工作
者深入交流，听取基层治理、志愿服务、疫情
防控等介绍，为社区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点赞。他说，2019年1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朝阳里社区并作出重要
指示，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
了强大动力。要继续用心用情用力做好志愿
服务、退役军人服务等，薪火相传“再出发”，
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天津国际金融中心，张工详细了解项
目运营情况，察看中心城区建设现状，听取相
关规划汇报。他希望开发建设企业现代集团
坚定在津发展信心，扩大业务布局，提升运营
水平，吸引更多国内外一流市场主体和要素
入驻，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
心城市培育建设。

在和平印象城项目，张工实地察看建设
进度，检查施工现场安全生产工作。要求企
业发挥开发运营高端购物中心经验优势，更
多聚焦年轻潮流人群，大力发展首发首店经
济，以新场景、新业态、新服务，打造城市更新
的地标商圈标杆项目。
在落户睦南道小洋楼的央企二级总部通

用技术集团，张工详细了解总部经济发展、
洋楼盘活利用等情况。希望企业更好发挥
“链主”作用，加快在津布局高端数控机床研
发制造板块，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条，为“制造
业立市”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张工对和平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防控

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和平区虽“面积
小”但“志向大”。要深耕细作、扬长避短，在
精明、精细、精品上下功夫，在“小地盘”上做
出“大文章”。要对标一流城市核心区域，一
手抓生活性服务业，一手抓生产性服务业特
别是高端服务业，持续提升总部经济、平台经
济、创新经济能级。要立足区位、商业、金融
等资源禀赋，更好发挥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不断提高区域吸引
力竞争力。要以谋划建设金融街、CBD等为
契机，敢于先行先试，做好加减法，盘活存量
做强增量，积累发展后劲，以一流的城市环境
和营商环境助力高质量发展。

张工强调，和平区老旧街区多、人口密
集，要聚焦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和高层建
筑、在建工地等重点场所，扎实做好安全生产
各项工作。要坚持“三个坚定不移”，严格落
实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二十条优化措施，着力
在精准上下功夫，有力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和
群众生产生活需求。
副市长杨兵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昨日，天津地

区今年第700列中

欧班列从天津新

港站发出。

通讯员 尚玉玲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