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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东丽区加快生态屏障建设

绿色生态屏障区新造林1.76万亩
我市新一轮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划启动实施

25 项惠民
“红包”升级妇儿健康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我市正式启动
实 施《天 津 市 妇 女 儿 童 健 康 提 升 计 划
（2021—2030 年）》。该计划将通过实施 25
项政府惠民项目，到 2030 年将我市孕产妇死
亡率控制在 8/10 万以下，婴儿死亡率控制在
4‰以下，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 5‰以
下，有效控制严重致残出生缺陷及妇女儿童
常见病、多发病，
使我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继
续处于全国前列。
针对妇女儿童的健康需求，我市自 2008
年起相继制定了《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行动
计划（2008—2012 年）》和《天津市妇女儿童
健康促进计划（2013—2020 年）》，围绕母婴
安全、控制缺陷、妇儿健康三个领域实施 20
项政府免费惠民项目，10 多年来共覆盖妇女
儿童 4286.4 万人次，检出各类阳性疾病 420

到 2030 年
将我市孕产妇死亡率控制在 8/10 万以下，婴儿死亡率控制在 4‰以
下，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控制在 5‰以下，有效控制严重致残出生缺陷及
妇女儿童常见病、多发病，使我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继续处于全国前列。

余万人次。截至目前，我市已连续 15 年实现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
理想控制，三个死亡率分别持续控制在 10/
10 万、6‰和 7‰以下，位居全国前位，达到发
达国家水平；建立完整的出生缺陷三级防治
体系，使出生缺陷控制取得显著成效，连续
13 年将出生缺陷出生控制在低水平；妇女儿
童健康状况得到改善，通过宣传指导，
剖宫产

率下降了 17 个百分点。
市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张富霞表示，
新启动实施的《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
划（2021—2030 年）》，将通过完善孕产妇保
健服务、实施孕产妇专病管理、强化危急重症
救治 3 方面措施保障母婴安全，通过深化孕
前一级预防、做好孕中二级预防、完善出生后
三级预防 3 方面措施强化出生缺陷防控。具

体措施包括：强化孕期常见内分泌代谢疾
病——甲功和糖尿病筛查管理，在孕期常规
产前检查时监测妊娠期体重增长规律，指导
妊娠期膳食营养、运动；
加强市和区级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建设与管理，建立完善急救转
诊工作网络，畅通危重孕产妇抢救通道，同时
对各级医疗助产机构产科、新生儿科、麻醉科
医生和助产士进行助产技能和母婴急救培
训，提升我市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救治能力；
增加儿童疾病筛查资金投入，通过早期筛查
及时干预儿童遗传性、先天性疾病，
尽可能减
少儿童智残、听残、视残、肢体残疾的危害，改
善儿童生活质量，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将
儿童慢性病筛查延伸到小学，增加学龄前儿
童近视防控，做到早发现、早干预，预防青少
年近视。

今年小站稻种植面积 100 万亩

中欧产业园核心区
综合服务中心项目
年内竣工交付

10 个涉农区全种小站稻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确保粮食安全，持续推进小站稻
产业振兴高质量发展，1 月 20 日，市农业主管部门组织育种、
水利、种植推广等专家召开 2021 年小站稻种植布局专家论证
会，按照计划，
2021 年全市小站稻面积将达到 100 万亩。
为确保完成任务，依据小站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规定的
种植区域，今年将原先的四个小站稻主产区扩大至全市 10 个
涉农区；
根据各涉农区水土资源条件和水稻实际种植情况，结
合《天津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将 2021 年全市小站稻种植面
积分解至全市 10 个涉农区。小站稻产业振兴将坚持高端发
展，建设与天津市自然资源禀赋相匹配的小站稻种植区域，根
据天津市水土资源条件合理安排种植布局和规模。坚持以水
定产的基本原则，密切保持与水务部门的沟通协调，深化稻区
用水协调机制。注重在小站稻品牌建设上下功夫，解决好销
售端的“出口”问题，畅通产销循环，激发农户种植信心，形成
小站稻良性发展的良好态势。

本报讯（记者 孟兴 摄影 王涛）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天津港保
税区临港区域的中欧产业园核心区
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建设
者们正在抢抓工期，忙碌的身影随
处可见。
“目前，
这个项目已经正式完成
主体结构封顶，工作人员正在加紧
进行项目主体外檐装修和内部机电
安装，力争在 2021 年内竣工交付。”
天津临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路遥告诉记者，
“项目的总建筑规模
达 6.5 万平方米，
内部还规划了临港
区域唯一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助于完善临港区域城市服务职能。
”
据了解，除综合服务中心以外，
中欧产业园核心区内重要生活设施
配套
“中欧国际社区项目”
也在紧锣
密鼓地建设中。

我市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去年创建一批节水型企业和小区

我市检察机关通报保障
“舌尖上的安全”行动战果

仿冒美容药品
成本仅十元竟卖千元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尹梦琪 康
赞）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019 年 9 月
至 2020 年 12 月，在全国联合开展落实食品
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专项行动，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动员令后，我市检察机
关迅速行动，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从严打击
食品药品犯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据介绍，专项行动期间，针对食品
药品犯罪案件，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
捕 59 件 106 人，审查起诉 85 件 141 人，提起
公诉 62 件 119 人。
在专项行动中，全市检察机关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
犯罪活动。实行“危害食品药品安全案件月
通报”
制度，
提高案件办理质效；
借助
“社区检
察岗”，开展食药安全知识科普、提供法律咨
询、宣讲典型案例，提高群众食药安全意识、
收集犯罪线索；
建立行政处罚案件报送制度，
制定专门台账，摸排犯罪线索；拓宽监督视
野，有针对性地制发检察建议，
加强对行政机
关的法律监督，
及时堵塞社会漏洞。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强与公安、
法院、
市场监管、
药品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采取建章立制、
联合培训、
沟通协调、
立案监督
等方式，
持续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
解决认识分歧，
达成执法办案共识，
形成对
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严打高压态势。
检察机关高质量严标准地办理了一批政
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俱佳的食药案
件。其中，梁某、杜某等 11 人生产、销售假药
案，因社会危害大、辐射范围广，被市检察院
与市公安局联合挂牌督办。据介绍，梁某原
为某制药公司的技术员，辞职后长期从事化
妆品经营。在听同行说了一款名叫
“保妥适”
的注射美容药品后，梁某产生了仿制该药品
牟利的想法。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杜某，
杜某成功研制出仿冒
“保妥适”
产品，
成本价 1
瓶不到 10 元钱。仿制药品研制成功后，二人
投资 100 万余元成立公司进行批量生产，并
招募了 9 名销售人员借助网络电商平台、微信
群组等向包括天津在内的全国各地销售，产
品大多流向“黑美容院”。该产品在“黑美容
院”售价普遍在 1000 元以上，利润翻了 100
余倍。截至案发时，
梁某等 11 人共生产、
销售
仿制药品 13000 余瓶。2020 年 7 月 15 日，红
桥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对
梁某、杜某等 11 人提起公诉。2020 年 10 月
15 日，红桥区人民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公
诉意见，
对 11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及罚金。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成效初
显，截至 2020 年底，已在绿色生态屏障区内新造林 1.76 万
亩，建成并投入使用高标准农田 4600 亩，发展生态水稻种植
7000 余亩，完成 11 项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工程及 6 条道路建设
与提升，关停取缔工业聚集区 12 家，完成 1.4 公里市级游览路
及 19.4 公里田间路、林间路建设。
截至 2020 年底，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蓝绿空
间比达到 75%，海河绿芯局部区域形成成林、片林生态格局，
东丽湖富氧区呈现出
“大水、大林、大绿”
生态景色；
华明、军粮
城区域稻蟹混养及葡萄草莓特色采摘等生态农业，焕发出勃
勃生机。
2019 年至 2021 年，东丽区计划实施绿色生态屏障十大
类 40 项工程，投资 82.38 亿元，截至 2020 年底，已完成 27 项
工程建设，完成率 67.5%。按照规划，东丽区绿色生态屏障规
划打造“一廊两芯两环六片区”总体空间格局和“三林、两田、
四水、一草”蓝绿空间，确定至 2021 年，管控区总蓝绿空间比
达到 65%，一级管控区森林覆盖率 25%；至 2035 年，管控区
蓝绿空间比达到 70%、森林覆盖率 31.7%。
2021 年，
东丽区将高标准实施绿色生态屏障 2008—2035
年规划，
强化责任意识、
紧迫意识，
把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抓在手
上，
集中力量打攻坚战，
按时完成造林任务，
统筹安排各项工程
建设。2021 年，东丽区计划实施七大类 11 项工程，计划投资
51.18 亿元，重点实施拆迁与生态修复工程、绿化造林工程、水
生态修复工程、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充分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绿色生态屏障区建设，拓宽资金来
源，
多渠道争取扶持资金支持。

我市住房租赁奖补资金管理系统正式启动

住房租赁企业发布
“九不”
承诺 自律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为贯彻落实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
的”精神，持续完善长租房政策，规范长租房
市场发展，昨天，
天津市住房租赁奖补资金管
理系统正式启动。该奖补资金管理系统由市
住建委委托建行天津市分行搭建并维护运
营，昨天，
双方就此正式签约。这意味着天津
住房租赁战略实践迈上新台阶。
去年 7 月，天津入选 2020 年中央财政支
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试点城市。根据试点安
排，2020 年至 2022 年，我市每年将获得中央
财政奖补资金 10 亿元。每年的这 10 亿元投
向哪里？记者获悉主要用于培育天津本地住

房租赁市场主体的发展，进一步盘活存量房
源，为市场提供更多满足各类需求的优质租
赁住房，以及加强住房租赁信息化建设等。
这意味着一些符合条件的租赁房供给方将能
获得国家财政资金奖补，其建设、运营成本因
此降低，从而间接利好租房客。
昨天，建信住房天津分公司、万科泊寓、
天津青客公寓等 13 家知名住房租赁企业还
向社会发布了行业自律承诺。他们承诺不发
布虚假房源信息，不以虚假租金价格、虚假图
片等信息诱骗租客；
不隐瞒房屋真实信息，不
出租或代理不符合出租条件的房屋（包括房
屋权属不明晰、房屋有安全隐患等）；不垄断

房源，不实施价格串通、哄抬租金、捏造散布
涨价信息等行为，不扰乱住房租赁市场秩序；
不违规收取费用，不收取未公示、未明码标价
的费用；不强制上涨或恶意克扣住房租赁押
金、租金及其他保证金和预定金；
不违规开展
租金消费贷款业务，不违规提供租金消费贷
款等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欺骗或诱导客户签
署租金贷合同；
承租期内，
不采取威胁、恐吓、
暴力等方式驱逐承租人；不以隐瞒、欺骗、捆
绑服务等手段迫使当事人接受住房租赁中介
服务；不为非法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房屋租赁
服务，发现承租人有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
活动嫌疑的，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等。

本报讯（记者 何会文）从市水务局获悉，2020 年全市共
创建节水型企业 41 家、节水型单位 62 家、节水型居民小区
136 个，命名 26 家机关单位为“市级节水型单位”，完成 11 所
高校(15 个校区)节水型高校复核验收，节水型系统(行业)达到
13 个。
为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巩固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推动
节水型载体创建由典型示范引领向全面推进转变，我市稳步
推进节水型系列创建工作。通过强化节水管理、新技术利用、
非常规水利用和节水宣传，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创新节水手
段、提高用水效率和水文化意识。中新药业达仁堂制药有限
公司实现水、汽、风在空冷站集中调控、换热处理后送往车间，
杜绝分散用水造成资源浪费。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
开发“智慧水务物联网管理平台”，实现对终端水表的管理与
调控，达到动态管理、异常处置，杜绝跑、冒、滴、漏，节约用水
的目的。蓟州区盘古蜜蜂园有限公司依山傍势而建，利用天
然水体建成景观湖存蓄雨水，最大限度将山水和雨水进行回
收，用于绿化地、种植园的养护浇灌以及地面的卫生保洁，大
大减少水资源浪费。宁河区第三、第五幼儿园在食堂操作间
装有多台摄像装置，随时监控操作人员用水和日常工作情况，
有效保障食品安全、防止水资源浪费。

拟从 2022 年开始

我市全面推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

企业办理注销享政策红利 便利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委了解到，近日，该委同市税务局、市人社
局、市公积金中心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简易
注销试点完善企业注销便利化的通知》
（以下
简称《通知》）。我市自 1 月 15 日起，在全市
范围推行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随着
试点地区扩大，将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企业办
理注销时享受政策红利。
2017 年 3 月开始，我市对符合条件的
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
企业、合伙企业全面推行企业简易注销登
记改革，从减环节、减材料、降成本等方面
为企业退出提供便利。2019 年 6 月，在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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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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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区和宝坻区进一步开展完善企业简易
注销登记试点改革，扩大了简易注销登记
适用范围、建立容错机制、压缩企业简易注
销公告期。
《通知》将滨海新区、宝坻区开展的企业
简易注销登记试点改革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在适用范围上，增加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各
类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
机构等类型。在时限上，将企业简易注销的
公告期由原 45 日压缩至 20 日；建立容错机
制，企业存在
“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
“存
在股权（投资权益）被冻结、出质或动产抵押
等情形”
“企业所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未办注

销登记的”
等不适用简易注销程序的，待异常
状态消失后，应当允许企业再次依程序申请
简易注销登记。
同时，
《通知》调整了企业简易注销公告
《全体投资人承诺书》的上传方式，允许企业
在申请注销前自行修改通过公示系统发布的
清算组成员情况或撤销清算组备案，将住房
公积金企业注销流程纳入企业注销一窗通平
台，对企业注销一窗通平台进一步优化，陆续
增加各类市场主体通过一窗通完成注销申
请，对于在注销过程中的特殊情况也进行了
明确，对于公章和营业执照遗失的情况给出
了具体解决办法。

我市将增设音乐类专业市级统考

本报讯（记者 姜凝）日前，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正式发布
《天津市普通高校艺术类专业统一考试音乐类考试说明》，
为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
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我市拟从 2022 年开始，在
原有的美术与设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舞蹈学类（含体
育舞蹈）、播音与主持艺术类四类艺术类统考基础上，增设
音乐类专业市级统考。考试说明具体详见招考资讯网
（www.zhaokao.net）。
我市音乐类专业市级统考科类又细分为声乐类、器乐类，
考生须选择其中一项进行报名考试。声乐演唱、乐器演奏科
目的考试形式为专业面试。乐理与听写科目的考试形式为闭
卷笔试。2022 年我市普通高考报名时将启动音乐类专业统
考报名。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 2021 年 1 月 21 日，我市推进环境保护突出
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 12489 件。其
中：滨海新区 2200 件、和平区 366 件、河东区 750 件、河西区
704 件、南开区 832 件、河北区 582 件、红桥区 314 件、东丽区
629 件、西青区 765 件、津南区 820 件、北辰区 896 件、武清区
754 件、宝坻区 826 件、宁河区 568 件、静海区 814 件、蓟州区
617 件、海河教育园区 36 件，市水务局 5 件、市城市管理委 6
件、市交通运输委 2 件、市国资委 1 件、市生态环境局 2 件。群
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
报》
《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
各区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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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开展寒假安全用电知识讲座，邀请国网
天津东丽公司的志愿者走进课堂。

河西区平山道小学开展假期疫情防控安全教
育，
引导学生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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