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中国移动
发布了中国移动“联创+”行动计划。中
国移动将联合高校、科研院所、产业链上
下游合作伙伴开展更灵活、更高效、更高
质量的研发合作，共建研发生态体系，实
现产学研用科技创新能力新突破。记者
从天津移动了解到，作为全国首批承接
5G规模组网建设及应用示范工程项目
的运营商，天津移动已在津聚焦15个垂
直行业，打造了47个5G示范应用，推动
5G为我市各行业注智赋能。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日前，在人民
银行天津分行指导下，《天津市银行外汇
与跨境人民币业务自律机制优质企业跨
境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方案》公布实施。
《便利化方案》将试点银行范围从12家
天津自贸试验区银行扩大至21家天津
市辖内银行。3月18日，中国银行天津
市分行成功为风电、汽车销售等优质企
业办理首批跨境人民币便利化结算业
务，共4.67亿元。根据《便利化方案》，
天津市相关银行在“展业三原则”的基础
上，可凭优质企业提交的《跨境人民币结
算收/付款说明》或收付款指令，直接为
优质企业办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
人民币结算，以及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
在境内的依法合规使用。

优质企业

跨境人民币结算更便利

天津移动

打造47个5G示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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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3月18日18时至3月19日18时

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3月18日18
时至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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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日18时至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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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例（中国籍
1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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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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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籍1例），治愈出院203例，在院
18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14例）。

3月18日18时至3月19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3例（均为中国籍），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75例（境
外输入170例），尚在医学观察21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
观察130例、转为确诊病例24例。

第17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尼日尔。该
患者自尼日尔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202），于3月5日抵达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
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3月12日新
冠病毒抗体IgM、IgG检测结果为阳性；3月18日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
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7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科特迪瓦。
该患者自科特迪瓦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3月18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5℃，申报无异常，经海
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当日，
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
送至海河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7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塞内加尔。
该患者自塞内加尔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3月4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
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3月18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
医院治疗。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境外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18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03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156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3月1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1857人，尚有63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民政部门倡导足不出户表哀思

网上祭扫操作指南发布

惠民又惠企 满眼春消息

■本报记者岳付玉

后疫情时期，如何让金融惠企“一竿子
插到底”，让资金活水直达饥渴的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天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眼下，很多市民发现，用手机在菜摊、
早点铺、小超市等结账时，一般都有好几个
二维码横在面前，有支付宝、微信的，也有
银联“小二生活”的。其中，唯有“小二生
活”的二维码兼容并包：您既可以用支付
宝、微信扫，也可以用银联“云闪付”去扫，
都来者不拒。

如何让金融助力“稳就业”“保民生”
落到实处，一直是天津金融领域心心念念
的首要大事。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创新思
路、精准施策，指导银联天津分公司、天津
银行等四方，共同打造了“小二生活”服务
平台项目。其初心就是扶持小微企业和个

体工商户，真正为经济社会的“毛细血管”输
氧供血、纾困解难。

运行一年来成效如何？记者从银联天津
分公司获悉，截至目前，全市大约有11万多
家商户加入。其中，80%是个体工商户，20%
是小微企业。平台每天交易金额7000万余
元。天津银行据此给小商户们精准滴灌的信
贷达10亿多元，约1.6万余笔。

获得资金活水的商户中，既有摊煎饼果
子的大姐、开羊汤店的大哥，也有菜摊的摊
主、街头巷尾小超市的店主……他们是城市
里最坚韧也最脆弱的群体，往往靠一个摊位
维系一家人的岁月静好，充盈着一座城市的
氤氲烟火气。

银联天津分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商户收
到的每一笔钱，每天的经营流水，都可以实时
全部汇总到银联后台。天津银行可以据此准
确了解商户经营状况，再结合经营者的个人

征信，利用大数据风控平台，对商户的信贷申
请实现线上“秒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一旦出现钱荒，可以随时通过云闪付App向
天津银行获得最高30万元信用额度，并可在
一年内循环使用，而且利率很低。

从平台上尝到甜头的商户们告诉记
者：“我们现在就像珍惜自己的眼珠子一
样珍惜信用。因为信用越好，越容易得
到贷款，利率还低。”信用天津建设，就这
样在一笔笔短、频、快的小额信贷中稳步
推进。

在服务个体经营者的同时，银行也斩获
颇丰。记者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了解到，这
个项目给天津银行增加了非常可观的客户
数量及资金流水，壮大了其服务天津实体经
济的实力。

惠民、惠商、惠银、惠城，好的金融创新注
定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多方共赢。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
经开区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开区积极推进
诚信体系建设，先后推出了“信易医”“信
易+停车”“信易+住宿”等守信激励方式，
保障“红名单”主体享受更多信用红利，构
建诚信泰达。

今年1月1日起，经开区泰达国际心
血管病医院便推出了“信易医”守信激励应
用，“红名单”也就是获得“天津好人”“天津
市道德模范”“滨海新区道德模范”称号的
患者，凭证件可享受门诊陪诊服务、轮椅平

车借用、出院手续容缺办理、医院其他便民服
务等四项就医便利。同时，经开区还推出了
“信易+停车”守信激励应用。“红名单”车主
在新城东路临时停车场停车时，可凭相关证
件在原有白天（8时至22时）时段两小时免
费停车基础上再额外享受两小时免费停车，
获得更多的优惠和便利。此外，经开区范围
内的61家酒店（含10家星级酒店）3月1日
起也全面实施了“信易+住宿”守信激励应
用。“红名单”人员凭有关证件可在酒店住宿
结账时享受免查房服务。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合力共建是推进
‘信易+’的重要抓手。目前，我们已经推广实
施的三个‘信易+’守信激励应用场景，都是经
开区针对区域实际情况的独有的创新应用。”
经开区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经开区将继续依法依规运用信用激励手
段，扩大信用应用场景，加大守信激励力度，让
更多社会主体享受信用红利，使信用良好的市
场主体更容易获得各类优惠服务，增进公众信
用建设获得感，让市民切实感受到诚信的魅力
和价值，不断提升区域诚信文化水平。”

泰达推出“信易+”守信激励方式

资金活水为小微企业“输氧供血”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3月19日，
天石舫码头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粼
粼碧波中，随着海河游船与白色帆船
精彩互动的上演，以“近代中国看天
津·共筑津门特色游”为主题的第四届
海河文化旅游节暨 2021 游船首航仪
式拉开帷幕。
春光无限好，游船正当时。据了解，

本届海河文化旅游节分为“全域旅游”
“体育旅游”“文化旅游”等板块，以游船
为载体，串联海河文化旅游带，传承优秀

历史文化，促进全民健康运动，打筑“近
代中国看天津”旅游品牌。

据介绍，今年海河游船将加快创新
驱动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深挖海河旅
游资源，丰富产品新业态。增添餐饮元
素，计划推出餐饮码头、餐饮船等项目，
满足游客不同需求，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度。同时，引进海河帆船体旅项目，建
设青少年帆船培训基地，培育帆船专业
赛事，促进全民健康，提升天津城市形
象。开展异业合作，串联海河两岸景区

景点、商业设施、餐饮娱乐项目，推出精品
一日游线路，全力打造全域旅游的“拳头”
产品。

此外，海河游船今年还全新投入建设
了船舶智能监控指挥中心，整套系统的搭
建实现了客流信息分析、船舶航行动态及
水文天气信息的监测、各码头以及船舶监
控等功能，做到了实时根据客流变化进行
船舶调度；在发生突发事件的情况下，能够
及时掌握现场情况，合理调动可利用资源
进行快速处置。

第四届海河文化旅游节开幕
2021海河游船同时开航

图为海河游船开航。
本报记者钱进潘立峰通讯员杨光摄

本报讯（记者韩雯）疫情尚未彻底消除，为了倡导市民不到
现场祭扫，今年清明期间，我市将对网上祭扫平台进行扩充，有
三种渠道可以让市民实现足不出户表哀思。昨天，市民政局殡
葬处发布网上祭扫操作指南。

据介绍，网上祭扫平台包括：一是通过天津市民政局官网进
行网上祭扫，打开天津市民政局官方网站（网站地址为：http://
mz.tj.gov.cn/），点击“专题专栏”，进入“网上文明祭扫”平台，注
册好后，通过用户名密码或手机号密码登录就可云端祭扫；二是
通过津心办App进行网上祭扫，安装津心办App后，找到“社
会保障”，点击“更多”，之后就会看到“殡葬服务”，然后选择“网
上祭扫”，同样是先注册，通过用户名密码或手机号密码登录；三
是通过“天津市殡仪服务”微信公众号进行网上祭扫，通过微信
搜索“天津市殡仪服务”公众号，关注公众号后，选择“为您服
务”，点击“网上祭扫”。针对在网上如何祭扫问题，市民政局殡
葬处的工作人员介绍，市民可通过三个平台的“帮助中心”，了解
有关网上祭扫的使用方法。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清明将至，为方便市民前往公墓祭
扫，市公交集团开通14条公墓定制专线，分别由市区开往北
仓公墓、西城寝园、天津寝园、天福陵园、永安公墓、怡静园6
处公墓。

今年，除永安公墓的定制专线，其他13条公墓定制专线都
将在3月27日、28日和4月3日至5日运营。

同时还将新开通1条地铁接驳线路，串联起北仓公墓、丹河
北道地铁站，并在北辰道上实现与公交线路零距离换乘，方便市
民清明祭扫出行。

市民还可选择常规公交线路前往公墓祭扫。其中，永定塔
陵设有804路；永安公墓设有174路；西城寝园设有157路；程
林公墓设有666、678、42、341、327、371、368、819、635路；怡静
园设有223路；天津寝园设有855、704、215、309路。市民乘客
扫墓乘车遇到问题可拨打96196公交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14条公墓祭扫定制专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水务局
获悉，我市今年将继续采取“节”“控”“调”
“管”综合措施，转换深层地下水0.08亿立
方米，进一步降低深层地下水开采量，为
2022年实现深层地下水零开采奠定基础。
今年，我市将实施26万亩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3万亩
以上，全力推行膜面软体集雨水窖、水肥一
体化等农业节水技术；积极引导钢铁、石化
等重点行业企业采用国家鼓励的工业节水
技术、工艺和装备；优先推荐使用已贴水效
标识的节水产品，实施供水管网改造。
同时，严控地下水开采。通过建设输

配水工程，转换深层地下水0.08亿立方米。
强化地下水禁采管理，严厉打击非法取水，推
进超采区机井关停工作。健全地下水监测计
量体系。加强五个地面沉降中心区沉降监
测，增建区域控制水准监测点65个。

多渠道增加水源，用足用好引江、引滦水
源，提高再生水、淡化海水利用量，满足城乡
供水需求。对全市19条一级河道开展垃圾
清理专项行动，推动各区完成567条农村黑
臭水体整治效果评估。适时向南北运河、四
大湿地等重点河湖进行补水，全年计划补水
10亿立方米以上，积极建设独流减河倒虹吸
工程等湿地生态水源工程。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昨天，中国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天津研究院重大项目——天津
市振兴老字号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坚领衔，江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狗
不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承担，旨在通过
分析天津老字号发展现状，深入研究生物科
技在老字号食品产业的应用等，为振兴天津
老字号食品产业创新发展提供精准建议和
产业示范。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今年我市将在渤
海湾近岸海域继续开展增殖放流，进一步净
化水质，恢复保护渔业资源，建设海底“蓝色
粮仓”，放流品种包括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
花鲈、许氏平鮋、黄姑鱼、大泷六线鱼、半滑
舌鳎、褐牙鲆、圆斑星鲽、海蜇、毛蚶、菲律宾
蛤仔、松江鲈等13个品种，共计约10亿尾
（粒）以上。

今年渤海湾增殖放流地点选择在滨海新
区的三个区域：汉沽的大神堂近岸、活体牡蛎
礁、人工鱼礁附近海域；塘沽的北塘至高沙岭
之间近海、塘沽人工鱼礁礁区；大港的唐家
河、马棚口近岸及附近海域。这些地方靠近
天津市海洋特别保护区，海区天然饵料丰富，
适合放流苗种生长。

今年增殖放流时间分为上下两个半年，
上半年主要选择在4、5、6月之间进行，放流
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花鲈等；下半年放流，
主要选择在7、9、10月进行，避开8月高温天
气，主要放流松江鲈、毛蚶、菲律宾蛤仔等。

西青基层医疗机构开通“云药房”
本报讯（记者 徐杨）随着基层数字健共体“云药房”在赤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式落地，西青区1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
全部开通“云药房”服务。记者昨天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继和
平区率先实现基层数字健共体“云药房”全覆盖之后，西青区居
民凭借健共体共享处方就可以取到糖尿病、冠心病等常见病、慢
性病药品。“云药房”平台有效衔接基层医院和二、三级医院的药
品目录，供应超过3000个药品种类，可为基层患者提供现场取
药、配送到家两种服务。

今年我市将在渤海湾
增殖放流苗种10亿尾

我市多举措推动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2022年实现深层地下水零开采
“中国水周”宣传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音）今年3月22日是第

二十九届“世界水日”，3月22日—28日是第
三十四届“中国水周”。昨天，记者从市水务
局获悉，我市启动“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
主题宣传活动。届时，将通过线上、线下多种
渠道发布节水主题宣传画、短视频及公益广
告，运用多种形式推动节水宣传进社区、进乡
村、进校园，向广大群众普及市情水情、节水
常识和涉水法律法规，积极营造全社会关心
水资源节约利用的良好氛围。

振兴老字号食品产业
我市启动战略研究项目

南开大学“上新”
研讨型智慧教室

本报讯（记者姜凝）不设讲台，布置可移
动教学家具；终端物联，强调课堂过程可视
化、“沉浸式”的教学环境，重在突出师生课
堂互动分享……南开大学近日在津南校区
公共教学楼和八里台校区二主楼“上新”了
16间研讨型智慧教室，以推进现代信息技术
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构建新型智能化教学
环境。

现场可以看到，相比传统教室的固定陈
设，研讨型智慧教室重构了教学空间、融入
了智能设备。室内可见不规则样式的桌子
分组摆放，配备万向轮的多功能椅子围桌陈
列，墙壁上“四面八方”设置了多媒体显示
屏。师生不仅可根据不同专业教学特点调
节课堂桌椅陈设，以适用于不同类型教学，
还可通过多媒体系统实现课堂演示的大屏、
多屏、多视窗分享，满足小组研讨、分享等教
学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