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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2月1日18时至2月2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2月1日18

时至2月2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
出院144例，病亡3例。

2月1日18时至2月2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97例（中国籍
175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
例、委内瑞拉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
萨克斯坦籍1例、波兰籍1例），治愈出院175例，在院22例
（其中轻型9例、普通型13例）。

第19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月2日复查胸部CT示左
肺下叶多发斑片影、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磨玻璃密度影，经市
级专家组综合分析，分型由轻型转为普通型。

2月1日18时至2月2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136例（境外输入131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13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03例、转为确诊病例20例。

截至2月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0630人，尚有37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对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色升级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津城绿色贷款余额逾3449亿元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人民银

行天津分行获悉，截至2020年底，天津市
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3449.16亿元，较年
初增长379.09亿元，增幅12.35%，高于同
期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幅 4.83个百分点。
其中，金融租赁公司绿色贷款余额
1101.12 亿元，占全市绿色贷款余额的
29.61%，对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色

升级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为进一步推动天津市绿色金融创新发

展，人行天津分行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制定
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加大
对绿色发展的支持力度。同时，完善激励机
制，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
及稳企业保就业各项政策措施，引导金融机
构加码绿色信贷投放。加强绿色信贷业绩评

价，完善评价结果在央行金融机构评级中的
运用，强化激励约束作用。建立主承销商例
会制度，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债券承销工作力
度，支持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充分发挥全口
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政策和自由贸易账户的
优势，为相关企业及绿色项目跨境融资提供
更加便利化金融服务。

在人行天津分行的引导激励下，金融机

构不断创新开展环境权益抵质押融资，创新
推进绿色供应链融资模式，积极拓展国际融
资渠道，发行欧元绿色债券等，满足绿色产
业、项目多元化的资金需求。2017年—2020
年，天津市共发行绿色债券20只，发行规模
合计146.19亿元。其中，2020年发行绿色债
券10只，发行规模75.55亿元，数量和规模较
往年均实现大幅增长。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为进一步做好校外培
训机构疫情防控工作，依法保护学生的合法权
益，近日，我市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检查行动，
由市教育两委领导分区包联，组成7个检查组，同
时会同卫健、市场监管、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
对全市16个区的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实地检查。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退费办法是否在

教学场所显著位置公示？”“聘任的教师是否
具备国家规定的教师资格或者相关专业技能
资格？”“聘用教师中是否有在职中小学教
师？”日前，记者跟随检查组深入校外培训机
构。在检查现场，检查组一行边巡视边问询，
并进行详细检查，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
提出指导性意见，确保其疫情防控工作和办
学要求有效落实。

据了解，此次专项行动为期一个月，重点
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疫情防控、收退费管理、合
同签订、师资队伍、教育教学、安全管理6个
方面进行检查。按照相关要求，全市各校外
培训机构应在教学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
目、收费标准、退费办法等内容；与教职工签
订聘用协议或劳动合同，聘任的教师具备国
家规定的教师资格或者相关专业技能资格，
不得聘用在职中小学教师；按照《办学许可
证》载明的培训项目及培训内容，开设课程，
选用教材，无“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
试”行为；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设备，室内过
道设置应符合消防安全要求，配备必要的安
保人员，防范各类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通过检查我们发现，大部分校外培训机

构都符合疫情防控和规范办学的要求，但少
数机构也存在疫情防控意识不强、落实防疫
任务不力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立即
要求相关机构进行整改，如科学调整家长休
息点位、设立家长接送止步区域、细化接送安
排等。”市教委副主任孙惠玲介绍说。

目前，专项检查行动正在有序进行中。
“检查中，我们发现7家培训机构存在疫情防
控隐患，立即责令其暂停办学活动。在机构
的积极配合和整改下，包括天津新东方培训
学校在内的5家校外培训机构已达到有关要
求，校区内已禁止家长进入，办学场所的消
杀、通风等疫情防控工作均已落实到位，防疫
物资储备充足，现均已恢复正常办学活动。
另外两家正在整改中。”孙惠玲表示。

本报讯（记者张璐）日前，国内首个海量
存储系统排行榜单——中国海量存储系统
MassStor100排行榜发布，这也是国内存储
领域首个权威榜单，填补了中国存储权威评
测认证空白。在这份榜单上，天津滨海高新
区企业中科曙光在某科研院所部署的海量存
储系统ParaStor以有效容量72.35PB的成
绩荣登榜首。

随着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技术的广
泛应用与持续发展，海量数据的产生与流动
是必然趋势，据统计，中国数据以每年26%
的速度飞增，将在2022年成为世界最大规模
的数据区域体，届时，企业级存储部署规模从

数十PB到数百PB将成为常态。
为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价体系，填补国内

存储领域权威榜单的空白，推动数据存储系
统的有序发展，由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图像科
学与工程分会、天津市电子学会共同成立“存
储评测联合工作组”，开发了统一的测评规范
和方法。2020年，工作组对在中国境内单一
系统部署规模超过1PB的存储系统进行评
测邀请和数据收集，最终形成了首届
MassStor100排行榜榜单。这也是国内存
储领域首个权威榜单。

据介绍，此次夺得榜首的曙光ParaStor
存储系统，有效支撑生命科学、新药发现等业

务，满足高并发访问时存储系统的高性能、高
可靠和数据一致性的需求。特别是在新冠病
毒疫情防控攻关、病毒传播研究、快速检测等
应用中，曙光ParaStor海量存储系统都提供
了有力支持。

作为国内分布式存储系统的领先企业，
曙光存储已有20余年的自主研发经验，拥
有一支数百人的国内一流专业分布式存储
研发团队，在海量存储核心技术上不断取
得突破，累积了200余项分布式存储核心技
术发明专利。凭借自主研发的技术优势、
完善的产品品质和专业化的本地支持，持
续领跑市场。

国内存储领域首个权威榜单发布

滨海高新区中科曙光荣登榜首

我市对16个区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实地检查

新东方培训学校等7家培训机构“不合格”
目前5家整改后已恢复办学 2家正在整改中

■本报记者苏晓梅

“我们是市场监管委执法总队的，麻烦出
示一下您的营业执照。”

昨天上午，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总队知识产权支队的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我
市河北区增产道上的一家服装批发门店，对
店内疑似侵权商品进行打假。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后，首先要求经营
者出示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上的法人是您吗？”
“不是，这是我们老板。”
“他本人呢？我们和他沟通一下情况。”
“他现在过不来。”
“那我们跟你老板通个电话吧。”
“给他打电话，他没接。”

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知识
产权支队支队长曹宝棣介绍，春节期间正值
消费旺季，相关品牌权利人在对天津市场前
期的摸排过程中发现有冒用相关品牌情况，
为此，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昨
天分为两队，出动20余人次，对坐落在我市
河西区、河北区等地的5家淘宝城摊位、服装
外贸销售单位进行执法检查。

见无法联络店铺经营者，执法人员一方面让
店员转达经营者执法检查情况，另一方面，在品
牌权利人的协助下，对涉嫌侵权商品进行清点。

记者看到，在该门店内，货架上和店铺地
面上，多处码放标有“FILA”“NIKE”等字样
的商品，有的鞋类产品的鞋盒内甚至还附有
“代购”的POS签购单。执法人员认真检查，
将品牌权利人指认的相关涉嫌侵权的鞋类和

服装分类清点。
执法人员经过认真查看进货清单，未发

现相关品牌产品进货情况。
“你们有网上销售吗？”面对执法人员的

盘问，店员一口否认。
但随后，执法人员在店铺销售用的平板

电脑上，发现了该店通过快手平台“直播带
货”的相关证据——店铺“快手生意通”显示，
前一个自然月的支付订单数为934单，支付
金额超过3.5万元。

随后，执法人员对店员进行了笔录。
在昨天的执法检查中，执法人员共查获

侵权假冒“FILA”“NIKE”“ARCTERYX ”
“DESCENTE ”等多个国际知名品牌服饰类
商品共196件、鞋品395双。执法人员对上
述假冒侵权产品依法予以扣押。
“为全力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为我市居

民创造良好的购物环境，执法总队将继续开
展关系民生领域的侵权假冒执法检查，坚决
杜绝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
行为。”曹宝棣表示。

让侵权商品无处遁形
——我市打击侵权假冒名品服装专项行动见闻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开发区了解到，日
前，天津开发区设立在一汽大众汽车产业园、现代产业园、逸
仙科学工业园、微电子工业区4个园区的政务服务工作站正
式挂牌运行，标志着开发区政务服务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企业到哪里，政务服务就延伸到哪里’是我们的服务宗

旨。”天津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正式运行后的政务服务工
作站将在充分调研园区内企业需求的基础上，对接企业需求，
做好政务服务延伸、窗口前移。“比如，我们会开展业务咨询、
辅导网报、接件办理、证照发放等工作，助力各园区企业办事
最多跑一次。目前，基本能够承办200余项政务服务与公共
服务事项，提供与政务服务中心同质的服务，进一步提升政务
服务能力，全力推进区域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此外，工作站还
将深度介入园区招商服务，做好业务讲解、政策宣传，打通政
府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实现“筑巢引凤、以商招商”，为
项目落地发挥积极作用。

下一步，开发区政务延伸服务将继续以政务服务工作站
模式推广至其他飞地园区，成熟一家授牌一家，真正实现“园
区事、园区办”，将政务服务工作站建设成为集政务服务、政企
沟通、企业交流、项目促进、产业融合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综
合服务平台，为区域内市场主体提供统一规范、协调有序、高
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本报讯（记者杜洋洋）昨天，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位于津南区的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一期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将于今年6月建成并迎来首展——中国
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首展即“首战”，津南
区正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建成运营为抓手，加强基础配
套，完善服务保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区动员、全面参与、
全民营造，努力把津南区打造成为天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区域商贸中心城市的重要节点。

据介绍，首展定于2021年6月24日—27日举办，展览
面积达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500余家，观众预计15万人
次，目前已完成招展进度的94%。首展以“绿色、智慧、工业
化”为主题，以“新基建”为引领，聚焦前沿科技，在建筑工业
化、工程全过程咨询、BIM与CIM技术、既有建筑改造、绿
色建材、绿色生态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等新领域打造
中国建造标杆性展会，并按照全市场化操作，通过专业组
织、清晰的展区规划、关联的上下游展区设置，确保展会高
质量举办。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加快建设

今年6月首展日期确定

新闻发布会

开发区提升政务服务能力

4个园区政务服务工作站运行

本报讯（记者 姜凝）教育部近日发布了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计划2.0基地（2020年度）名单，南开大学“哲学拔尖学
生培养基地”和“中国语言文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天津大学
“力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拔尖学生
培养基地”成功获批。

据了解，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建设，是在
全面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
科、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启动的，于2019年至2021年3年分
年度遴选建设，旨在建设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孵化器和国家一
流人才培养高地。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公布

我市高校4个培养基地入围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昨天，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获悉，我
市将针对加强快递包装治理，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出台一
系列新规。近日，市邮政管理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起草了《天津市关于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我市将推行简约包装，减少电商快件

二次包装，严格执行快递封装用品系列国家标准，全面禁用不
可降解的塑料包装袋、塑料胶带、一次性编织袋。推进快递包
装可循环应用，鼓励在生鲜同城寄递、连锁超市散货物流中，
优先推行可循环可折叠快递包装、可循环配送箱、可复用冷藏
式快递箱。规划设置快递包装回收设施，推进在快递营业网
点设置包装回收区，在社区、高校、商务中心等场所，规划建设
一批回收设施。同时试点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
在南开区、西青区、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区域先期试点。

我市快递收寄拟出新规

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通讯员焦轩）因
地铁8号线成都道站主体一期施工，2月
初，西康路部分路段及周边区域道路通行
方式将进行调整。为便于广大交通参与者
提前了解施工信息，做好出行规划，公安交
管部门提前发布施工路段通行提示。

地铁8号线成都道站主体施工区域位
于和平区西康路的成都道至沙市道段。施
工期间，西康路（成都道至沙市道段）道路
将封围断交，过往车辆和行人可由施工路
段两侧新建导行路通行。同时，施工区域
周边的西康路与岳阳道交口，岳阳道部分
路段的交通组织将进行优化调整。

成都道站主体施工时间一经确定，将
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在此提示
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掌握施工路段通行
信息，驾车出行时应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和
出行路线，尽量避开施工路段。行经施工
路段车辆需按照交通标志指示减速慢行。

出行提示

地铁8号线成都道站施工

西康路部分路段通行有变

两处地铁施工

两处公交站点临时调整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天津3
号线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获悉，春运期
间，地铁南站增设“一站式”预约功能，包含
“行李托运”及“爱心直通”两项措施。乘客
可通过拨打车站专线 88129081 提前预
约，工作人员将为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进
行免费托运，为行动不便的乘客提供免费
接送。

同时，“蓝马甲”志愿者服务队将前往
地铁3号线开展定点支援，在安检点位、车
站闸机、接驳通道等关键岗位，为乘客提供
行李加固、问询指引、应急援助等服务，形
成“流动的服务岗”。

春运期间

地铁南站可“一站式”预约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通讯员杨毅）记
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受地铁施工影响，
明天起至施工结束，两处地铁施工区域内
的公交站点将临时调整。

其中，地铁7号线施工期间，“鼓楼地
铁站”公交站双向临时撤站。为方便市民
出行，156、169、通勤3路将增设“南市旅
馆街站”。

受地铁8号线施工影响，位于西康路
上的“沙市道站”公交站，往鞍山道方向一
侧 ，将由现停靠位置向北迁移约130米；
往围堤道方向的“规划里站”将向西平移至
交管现场施划的导行路上停靠。途经
858、862、908路均不作线路绕行调整。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今年1月1日，
新修订的《档案法》正式施行，为更好贯彻
实施，市档案馆开设特事特办“绿色通道”，
在确保档案信息安全前提下，对利用档案
10件以下者，优化办理流程，缩短办理时
限，采取现场鉴定即时办结方式，最大限度
满足单位和个人查档利用需求。同时，建
立专题档案数据库，将已鉴定开放的编研、
展览用档案，按专题向社会开放，想方设法
满足社会各界的专题性查档需求。

市档案馆

开设特事特办“绿色通道”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春节临近，市农
业农村委积极采取措施，联合涉农区加大
温室大棚反季节蔬菜生产力度，批发市场
地产蔬菜上市量增加。权威监测数据显
示，上周全市7家批发市场地产蔬菜交易
量日均1869.23吨，比上周增加5.46%；占
蔬菜总体交易量的比重为22.15%，比上周
提高0.73个百分点。随着气温的不断回
升，我市涉农区温室大棚蔬菜产量将会继
续增加，上市量也会随之提高。

全市批发市场

地产蔬菜上市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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