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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烟火升腾逛夜市、品美
食、音乐派对、露营打卡、烧烤聚会……
夏日里，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天津滨
城“夜经济”不断释放活力。

生态城：野趣·音乐季

近日，生态城南堤星宿帐篷露营基
地举办“野趣·音乐季”大型现场音乐会，

“草地露营美照打卡”“啤酒烧烤美味开
趴”“电音派对实力演绎”等众多夜间主
题特色活动亮相滨城。

据了解，生态城在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同时，适时引导规范“夜经
济”，并依托区域内文旅资源、自然优势
以及商业综合体等地域特色，推出草地
音乐节、亲子互动游戏、网红野餐打卡等
一系列繁荣夜经济的特色活动，同时融
入特色餐饮、亲子娱乐、潮流文化、网红
打卡等多种模式，让疲惫一天的人们放
松身心、释放压力、拥抱自然。

目前，夜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商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城市特色与活力
的有效载体，已成为区域经济新兴活力
源泉。生态城致力于发展帐篷露营基地
及周边商圈的“夜经济”，使其成为吃、
喝、玩、乐、购一应俱全的新地标，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还
将展现地方特色文化，全面提升居民消
费体验，打造“滨城”夜景打卡新地标。

经开区：海河星光ye

近日，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主办，海合安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承办的“海河星光ye”夜经济启动仪式
在新区拉开帷幕。据了解，“海河星光
ye”面向全体市民开放，将持续到暑期结
束。

“海河星光ye”是天津海昌极地海
洋公园结合自身海洋特色打造的夜经济
活动。灯光秀、美食节、啤酒BBQ、后备
箱市集……

此次活动网罗了诸多夏日热门夜间
项目，市民在欣赏绚丽夜景的同时，也可
以品尝美食，打卡灯光秀。“这个地方真

不错，有得看、有得玩、有得吃、还能去看
孩子最喜欢的海洋动物，希望这种‘夜经
济’活动越来越多。”市民吴女士说。

除了“海河星光ye”之外，今年海合
安天津极地的又一全新产品“魔法海洋”
科技体验馆也正式亮相。该项目是园区
升级后首个高科技体验项目，通过精心
制作的海洋主题影片，为广大游客带来
梦幻、奇妙、前所未有的沉浸式观影体
验。

活动中，海合安文化旅游（天津）有
限公司正式落户滨海新区。据天津极地
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肃女介绍，海合
安文化旅游（天津）有限公司将借助海合
安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这一载体，持
续扩容数字文创、温泉休闲、度假酒店等
全新文旅产品，向着复合式旅游度假区
快速提升，推动滨城旅游产业再上新台
阶。

天津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作为于家堡响螺湾区域的重点经济
项目，海合安天津极地结合自身的海洋
特色，打造了“魔法海洋”科技体验馆等
多种娱乐活动场景，已经形成了食、游、
购、娱、体、展、演等在内的多元化夜间
消费市场，在这里可以体验旅游经济、
后街经济、网红经济，在这里可尽享夜
色之美、星光之美、科技之美。经开区
也将在努力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为
海合安天津极地“海河星光ye”活动的
顺利开展做好各项服务，护航滨城“夜
经济”。

天津港保税区：点燃夏季激情夜市

日前，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区域今年
最大夜市——2022SM广场第二届空港
夜经济节夜市启幕。

为积极响应天津市第二届海河国
际消费季，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
SM 天 津 滨 海 城 市 广 场 重 磅 推 出

2022SM第二届夜经济节——“点燃夏
季激情夜市”，倾力打造占地超6000平
方米，集特色精品市集、美食游乐、主题
音乐节、线下沉浸式体验于一体的超大
体量夜市，这也是SM广场第二年为市
民及游客带来全户外主题夜市街区。
在去年“平行小镇”的夜市基础上，今年
不仅创新升级了潮流音乐节舞台、潮酷
街区布景，更集结天津知名网红热店，
打造精酿市集、咖啡市集、潮流用品市
集、露营市集。在满足亲子客群需求的
基础上，为年轻潮人打造了独一无二的
户外社交空间。

时值季夏，夜幕降临。潮流音乐消
暑狂欢，美食小吃琳琅满目，多种游艺不
亦乐乎……年轻人在精品市集闲逛体验
微醺美好，逛累了便来到小吃街，围坐在
一起品尝各类美食，感受不存在“烦恼”
的夏天。

（据滨海发布）

逛夜市、品美食、音乐派对、露营打卡、烧烤聚会……

滨城“夜经济”释放新活力

“打零工”对促进大龄和困难
人员就业增收有重要作用。今年
以来，雄安新区探索推进零工市
场建设，强化零工人员就业服务，
取得了积极进展。

“我通过零工驿站找到了一
份在容西片区安置房项目上的
工作，已经干了3个月了，各方
面都觉得还可以。”今年42岁的
王志强是安新县寨里乡小营村
人，凭着踏实肯干，如今成了工
地一支劳务队的负责人。“身为
雄安人，有机会参与家乡建设，
我心里也十分骄傲。”王志强不
无自豪道。

安新县零工驿站于今年3月
29日揭牌成立，目前已有4处服
务点，分别位于县城内的渥城西
社区、京新风景园小区底商、安州
镇东向阳村的中亦达培训学校和
三台镇大北头村党群服务中心，
能辐射3万余名当地居民，帮助
他们就近就业。

“零工驿站的主要功能是为
当地零散就业者（即‘零工’）和用
工者提供包括招工候工、信息推
介、人员匹配、技能培训、政策咨
询等免费公益性服务。针对季节
工、小时工等，还会专项整理推送
信息，按需举办小型专场招聘
会。”安新县零工驿站负责人王占
伟说。

零工驿站每一处服务点都配
备有休息等候区、饮水处、急救箱
等设施，还放置了政策手册、宣传
资料，公布了服务热线，最大程度
为求职人员提供便利。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在3
月份专门召开了2022年雄安新
区容西片区用工服务对接会，让

我们与新区参建企业有了进一步
对接，我们已经和中冶建工、中铁
二局、北京园林等大型央企、国企
有了深度用工合作，可有效保障
劳动力充分就业。”王占伟介绍，
零工驿站已为2000多人次提供
了工作岗位，涉及保洁、家政、建
筑工人等，工资均按月发放。

根据雄安新区印发的《关于
应对疫情支持服务业领域纾困
发展的若干措施》，新区支持建
设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集招工
候工、现场招聘、信息推介、人员
匹配、技能培训、政策咨询、劳保
维权于一体的免费公益性服务
的零工驿站。同时，新区将对零
工驿站进行评审认定，经确定的
零工驿站将被授予“河北雄安新
区零工驿站”牌匾，并获得相应
补贴。目前，雄安正在容东片
区、容西片区、雄东片区布局零
工驿站，为回迁群众提供便捷的
就业服务。

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新区今年持续深入
实施就业促进工程，紧盯重点项
目建设和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着力扩大就业容量，提升
就业质量，常态化搭建线上线下
招聘平台，开展就业援助月、春
风行动、民营企业招聘月等招聘
活动，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对接。
目前，已累计提供就业岗位3万
余个。此外，雄安三县也积极与
雄安集团、市场化开发项目、各
片区指挥部建立了岗位信息对
接交流机制，征集就业岗位，为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同步开展就
业服务。

（据雄安发布）

雄安新区探索推进零工市场建设

助群众就近就业

“最近，我们公司想在高新区
落地建厂，由于之前对于项目立
项、环评、施工许可等工程建设手
续不太了解，心里总是惴惴不
安。后来，天津高新区审批服务
代办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到我
们，手把手帮助我们梳理流程、完
善材料、递交申请，使得项目的前
期手续办理进度大大提前。”这几
天，天津望圆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李晖每每谈到项目
进展时，总会对天津滨海高新区
的帮办代办服务赞不绝口。

近期，高新区政务办把计划
开工建设的17个项目列为重点
帮办代办对象，为每个项目确定
具体帮办代办人员，实行挂图作
战，系统推进项目全过程、一站
式、专业化和定制化审批，为企业
发展提供“有求必应、有需必办”
的“管家式”贴心服务，助力项目
加快开工建设。

“在服务望圆智能制造这家
企业的过程中，我们代办专员提
前介入，多次召集相关审批部门
针对项目进行会商，研究联合交
底事宜。”天津高新区审批服务代
办中心代办专员李宛恒说，通过
开展“一对一”的代办前置服务，
代办专员主动和企业负责人对
接，对企业在准备申报事项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并提供解
决方案，理清项目开工所需审批
手续的主要脉络，高效率地为企
业项目的建设、投产及运营保驾
护航。

天津高新区审批服务代办中
心负责人孙若婷表示，为了减少
企业群众跑腿次数，服务好重点
开工项目，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审批效率和服务水平，天津高
新区审批服务代办中心的代办专
员，全程跟进企业的审批事项，服
务范围涵盖项目立项、能评、环
评、水保、取水、施工许可等涉及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的11道“工
序”，涉及建设、城管、环保、交通、
水务、安监、公用事业、建筑从业
等8大领域。

“企业把审批材料准备好后，
代办专员可以帮助其在网上办事
大厅申请，完成审批后，我们也可
以把批复或证件邮寄到企业，企
业负责人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审批
流程。”据孙若婷介绍，现阶段，帮
办代办人员在为企业提供咨询指
导、材料填报、资料上传、进度查
询、结果告知等贴心服务的同时，
还十分注重项目代办服务的前
置，提前了解项目有关情况和建
设需求，帮助企业详细梳理所需
办理的全部相关手续，并建立项
目帮办代办台账，逐个环节、逐个
事项推进项目开工进度，这种创
新的工作模式广受企业好评。

据了解，下一步，滨海高新区
政务办将进一步提升“帮办代办
小分队”业务能力，积极拓宽帮办
代办服务业务范围，通过高水平
帮办代办服务助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据滨海发布）

天津滨海高新区贴心服务让企业少跑腿

“帮办代办小分队”上线

今年上半年，广州港集团净
增外贸班轮航线 13 条，其中
RCEP航线占11条，带动外贸集
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9.5%，其
中，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
同比增长16.5%。

截至2022年6月底，广州港
集团共有集装箱班轮航线 199
条，其中外贸航线154条；南沙港
区已开辟180条班轮航线，其中
148条外贸航线。

上半年，南沙汽车口岸商
品车完成外贸业务量同比增
长 6.3 倍；营业收入、利润均实
现全年目标“过半”。南沙汽
车口岸今年以来新增通往南
非、欧洲外贸滚装航线，至此，
外贸航线覆盖中东、欧洲、南
美、东南亚、中北美等地区，进
一步完善南沙汽车口岸外贸
航线布局。

（据广州日报，文/李妍）

广州港南沙港区
已开辟148条外贸航线
覆盖地区进一步增加

香港赤鱲角，全长3800米、宽60米
的机场跑道直入伶仃洋深处。一架隶属
香港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的飞机划破云
层，于这条跑道平稳降落。香港国际机
场第三跑道近日正式启用，香港机场正
式进入“三跑道时代”。

客货流量再提升

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航空
枢纽之一，超过120家航空公司在此运
营，连接全球约220个航点，为香港经济
增长提供重要动力。

“1998年，香港机场从启德搬到赤
鱲角，当时客货运量都不多。”香港机场
管理局行政总裁林天福说，经过20多年
的发展，当年大家口中的“新机场”运力
也已趋近饱和。数据显示，2018年，香
港国际机场的年客运量约为7500万人
次，年航空货运量超过500万吨。如果
要继续把更多客流、货流拉到香港，就必
须要扩容。

2016年，香港机场第三跑道系统工
程项目正式开工。“我们要在现有的机场
跑道区域旁填海拓地约650公顷，同时
还不能影响飞机正常起降。”林天福说，
除了修建全新跑道之外，工程还包括扩
建二号客运大楼，兴建全新的旅客捷运
和行李运输系统，并完善现有道路网络
及交通设施等，“相当于建了一座新机
场”。

今年4月，在内地相关部门和专家
的协助下，香港机场第三跑道顺利完成
试飞校验，并于5月底获发已更新的机
场营运牌照。随着第三跑道的启用，原
有的中跑道将关闭以重新配置，连同其
他三跑道系统工程项目，预计将于2024
年全部完工。

“三跑道系统建成后，可带来约50%
的客货流量增长，这对香港提升国际航
空枢纽地位、推动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林天福估计，到2035
年，香港国际机场年客运量将达到1.2亿
人次，年货运量将达1000万吨。

“机场城市”现雏形

加紧施工的商业综合体、现代化十
足的酒店设施……在赤鱲角这座“机场
岛”上，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随处可见，
一座“机场城市”雏形初现。

“用不了多久，‘机场城市’的蓝图就
会在窗外的这片土地上变成现实。”在机
管局大楼内，林天福拿出一张规划图，

“盘点”起那些即将落成的新项目。为进
一步助力香港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香港机管局与社会各界合作，在机场周
边打造集商业、娱乐、餐饮于一身的新地
标——“航天城”。

据介绍，“航天城”内包括11天空
（11 SKIES）、亚洲博览馆（二期）等主要
项目，将于2027年前陆续落成。其中，

11天空首期将于年内开放，吸引金融、
医疗健康和大湾区总部企业来此落户，
未来商业项目总面积将达35.3万平方
米。亚洲博览馆将于明年筹建二期项
目，并建立一个能够容纳2万名观众的
表演场馆，以助力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
术交流中心。

与此同时，香港机场内部设施、服务
也得到全面升级。航站楼内，公共空间
修葺一新，旅客通过刷脸实现行李托运、
登机；停机坪上，无人行李拖车和行李搬
运机械臂相互协作，无人驾驶巡逻车自
动巡场——如今，智能化、现代化已经成
为香港机场的新名片。

“内地、香港的科创发展，为我们打
造智慧机场提供了技术支持。”林天福希
望，香港机场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在提
升机场运作效率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各
家航空公司的运营成本，从而提升整个
机场的竞争力，为实现“机场城市”的愿
景打下基础。

携手湾区共腾飞

在林天福看来，香港机场20多年来
取得的长足发展，离不开祖国内地的强
力支持，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让区域
内客货航空运输需求不断攀升，为香港
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地位不断注入新动
能。

“我们的定位不只是香港的机场，而

是依托地处大湾区门户的优势，建成国
家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机场。”林天福介
绍，为服务通过香港机场进出大湾区的
旅客，香港机场将建设一座总面积2.2
万平方米的“海天中转大楼”，并通过封
闭行车桥与港珠澳大桥相连。大湾区旅
客可乘车直接进入“海天中转大楼”，并
前往机场登机区域搭乘航班，无需办理
一般香港出入境和海关手续。来自海外
的旅客在前往粤港澳大湾区目的地时也
可享受同样的便利。

货运方面，香港机场结合“城市航站
楼”的理念，依托大湾区便利的物流运输
条件，大力发展海空联运货运码头。林
天福介绍，香港机场正在广东东莞建设
新的物流园，将服务推向上游。“内地的
出口货物可于物流园预先完成航空安
检、装箱、打板及收货，然后无缝送达海
空联运货运码头，直接转运海外，空运成
本可以减少一半。”

“背靠祖国、联通世界，这是香港发
展的核心优势。”林天福说，香港机场将
以建设第三跑道系统为契机，继续加强
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的互联互通合
作，为大湾区旅客提供更多更好的出行
选择。同时也希望用好香港国际机场的
航空网络，带动更多海外投资者、游客进
入湾区，真正做到发挥香港所长，服务国
家所需。

（据香港中联办公微）

香港国际机场香港国际机场。。

天津经开
区“海河星光
ye”活动。

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启用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启用
全力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