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天津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责编：赵云克 孟宪东

天津首批“两集中”出让地块公布
挂牌起始总价超500亿元 地块分布遍及市区、环城、滨海和远郊

3月31日18时至4月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做好高校学生疫苗接种静海区

■本报记者杜洋洋通讯员张红

3月28日，位于静海区的天津中医药大学篮球馆内，学生
们正在有序的进行预检、登记、接种、留观，全程下来一气呵成。
“前不久得知能免费接种新冠疫苗，我第一时间报了名。”在

留观区的2019级中医学一班学生王梓亮说，“接种前，工作人员
会询问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年龄，告诉我们接种注意事项，并
进行登记，然后再接受疫苗注射，最后在这里留观。”

留观30分钟无异常，王梓亮和同学带着接种证离开，同时
手里还有一份“新冠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

校方介绍，中医药大学临时接种点预计接种学生1.2万人，
为了不影响学生们的正常学习任务，校方安排从3月27日就开
始对本校学生进行新冠疫苗的免费接种，平均一天可以接种
4000多名学生。

为了确保顺利完成全部接种任务，静海区卫健委、天津中医
药大学、区医院、独流镇中心卫生院等工作人员提前组建了工作
组，组织70余人的接种队伍，在中医药大学篮球馆搭建了临时
接种点，就近调来了存放疫苗的冰箱。

接种现场，工作人员除了负责信息采集、电脑登记、疫苗接
种外，还有安全保障人员和救护车，随时保障接种安全。

据悉，静海区按照每日12500剂次接种计划有序开展新冠
疫苗接种。同时突出重点，补足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体育学
院、天津大学仁爱学院等在静高校的医疗力量配备，在已有的
48个接种台基础上增设10台，确保按时完成接种目标。

静海区压实属地责任，落实每日日调度，加强新冠疫苗使
用、实际库存情况摸查，及时了解各部门各乡镇街疫苗接种情况
及相关问题，落实落细疫苗接种保障措施，确保接种工作高效有
序完成。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3月31日18
时至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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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8时至4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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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例（中国籍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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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例，在院10例
（其中轻型5例，普通型5例）。

3月31日18时至4月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81例（境外输入176例），
尚在医学观察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45例、转为
确诊病例27例。

第181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捷克布拉
格。该患者自捷克布拉格至波兰乘坐航班（LO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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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东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3月31
日天津艾迪康医学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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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1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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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例境外输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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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2045人，尚有30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陈璠）3月31日晚间，市
规划资源局发布《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公布了我市今年第一
批次“两集中”出让地块信息。根据出让公
告，此次集中挂牌58宗住宅用地，拟出让
土地面积合计约375.5万平方米，挂牌起
始总价超过500亿元。

出让公告显示，首批集中挂牌地块分
布遍及市内六区、环城四区、滨海新区和
远郊区域。其中，市内六区共挂牌6宗地

块，环城四区挂牌29宗地块，滨海新区挂
牌8宗地块，远郊区域挂牌15宗地块。市
内六区除和平区外，其余五个区均有土地
上架，分别为红桥区报春里地块、河东区
东兴制造厂BE地块、河北区609席厂地
块、南开区新裕里棚改地块、南开区天拖
二期地块以及河西区陈塘商务区F11和
F12捆绑地块。
环城四区挂牌地块数量和供应体量均

大大超过其他区域。从分布来看，北辰区

挂牌10宗，东丽区挂牌7宗，津南区挂牌6
宗，西青区挂牌7宗。其中，位于西青区水西
片区的津西青香（挂）2019-080号、津西青
天（挂）2019-081号捆绑地块，起始价达到
44.3亿元，是此次全市挂牌起始价最高的地
块。从具体板块来看，西青区挂牌地块分布
于梅江、水西、大寺、张家窝等板块；北辰区挂
牌地块分布于刘园、南仓道、核心区、双青、青
光、小淀、科技园等板块；东丽区挂牌地块涉
及成林、金钟、华明等板块；津南区挂牌地块

全部位于外环线以外，4宗来自辛庄国展西
片区、2宗来自海河教育园。

滨海新区挂牌的8宗地块，涉及空港经
济区、经开区响螺湾、新城镇塘沽湾、渤龙湖
科技园等板块。其中，编号为津滨开（挂）
2021-1号地块共包含5宗子地块，出让土地
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是此次全市出让总体
量最大的地块。远郊区域挂牌的15宗地块，
包括宝坻区5宗、武清区4宗、蓟州区3宗、静
海区2宗、宁河区1宗。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日前，天士力集
团成功发行3.5亿元短期融资券（高成长
债），成为全国首批三家试点企业之一。这
也意味着天津市首单“高成长型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成功落地。

该类债券为年内银行间市场推出的创
新产品，发行人天士力集团是全国心脑血
管中成药领域的龙头企业，拥有专利数量
1532件，在职员工2万余人，是高成长期
创新型企业。

另悉，本期债券主承销商天津银行特
事特办，优化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为企业
提供了及时有力的资金保障。

人行天津分行方面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加大民营企业债券融资的辅导工作力
度，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帮助更多民营
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融资难、融资贵。

近年来，人行天津分行累计支持我市民
营企业在银行间市场发债融资逾7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起，第30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正式开启。天津市
税务局瞄准纳税人缴费人的堵点难点痛
点，再推4大类18项服务新举措。
税收优惠政策如何第一时间享受到，

无疑是纳税人最关注的。市税务局方面宣
布，建立税费优惠政策标签体系，依托云平
台大数据，主动甄别符合享受优惠政策条
件的纳税人缴费人，实现税费优惠政策措
施精准直达。
税收服务永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市

税务局方面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推行电子
发票。对新办纳税人申请初始核定增值税
纸质专用发票时，税务机关同步核定电子
专票，为纳税人申领、开具、使用电子发票
提供全天候的智慧、便捷和高效服务。同
时，简并税费申报。全面推进财行税“九

税”报表合并申报，进一步精简申报资料、
减少申报次数，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整
合各种主税附加税费申报表，让纳税人一
次性完成主税附加税费申报。

继续精简证明资料。扩大实行告知承
诺制的证明事项范围，进一步减少证明材
料。简化服务贸易等项目对外支付税务备
案流程，对于需要多次对外支付的同一笔
合同，仅需在首次付汇前办理税务备案，无
需重复提交备案表等资料。

扩大“非接触式”服务范围，年内分阶
段基本实现企业税费事项能网上办理、个
人税费事项能掌上办理。实现自然人房屋
租赁、房屋交易税收以及车船税掌上办
理。推广微信、支付宝、银联云闪付等第三
方支付税费缴纳方式，实现移动端便捷缴
纳税费。

精简出口退税涉税资料报送、简化退
税办理流程，持续加强出口退税过程管理，
对符合规定的出口退税业务，出口退税平
均办理时间不超过7个工作日。开通微信
支付方式推行离境退税便捷支付，落实推
广“即买即退”等便利化措施。

压缩税务注销一般流程办理时限，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注销一般流程办理
时限进一步压缩至10个工作日，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和其他纳税人税务注销一般流
程办理时限进一步压缩至5个工作日。

在税务执法服务方面，做到对市场主
体干扰最小化。具体来看，市税务部门将
推广首违不罚。实施“首违不罚”清单制
度，对纳税人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
情节轻微，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
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改
正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推进简易处罚
事项网上办理，对事实清楚、没有争议的处
罚事项，通过网上办理的方式，实现违法信
息自动提醒、处罚流程全程网上办、处罚结
果实时传递，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便利。

此外，还将加强地区部门协作联合服
务。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企业开办、不动
产交易等套餐式、主题式集成服务，实现
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限时办
结。在税务总局支持下，在京津冀区域内
推进纳税信用评价信息共享，实施纳税信
用评价结果互认和跨省（市）纳税信用激
励等。

■本报记者岳付玉

昨天上午，一场干货满满的税企恳谈
对接会在市税务局9楼会议室举行。
率先发言的是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法人、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这位因
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将研发费加计扣除
政策由年度汇算清缴扣除改为季度或半年
预缴时扣除”的民营企业家，向大家“复盘”
了其建言献策的全过程。企业代表们听得
入神，也备受振奋。他们飞速计算着，研发
费加计扣除时段缩短落地后，能为企业释
放多少占用资金。
“我公司是连锁经营，在天津现有直营

门店160多家，加盟门店 100余家。”老百
姓大药房（天津）公司财务总监王芙美抛出

了难题：“公司新设立的一个个非独立核算
的分支机构，在办完营业执照后，去做税务
登记时，我们需要到各个属地税务机关去
做相关信息确认，税务部门是否有便利措
施让我们能集中办理或网上办理？”
“您的问题在连锁经营企业中很有代

表性。按照属地征收原则，分支机构领取
营业执照后，确实需要到属地税务机关办
理信息确认和税费种认定。已办理汇总申
报的，还需到属地税务机关办理所得税汇
总申报备案、增值税汇总申报确认。”市税
务局征管科技处负责人回答，为了解决纳
税人多地跑的难题，“天津电子税务局已开
发了相关‘套餐’，四月底系统将完成升级
优化，届时您的难题就彻底解决了。”

天津嘉瑾律师事务所一位年近七旬的女

士问：“近两年我们一直享受小规模纳税人10
万元以下免税的优惠政策。2020年税率由
3%降到1%。请问这个政策会一直延续下去
吗？今年还会有更优惠的政策出台吗？”
“您说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适用3%

征收率减按1%的政策，将延续到今年年
底。昨天国家又出台新政，自2021年4月
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
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
税。所以从今天开始，您就可以享受到更
优惠的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政策了。”

……
“这样的恳谈对接会名符其实。”与会

的企业代表们收获满满。
“全市税务系统将以庆祝建党100周

年和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落实
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计划。该办
的事痛快办！持续优化推动政策红利精准
直达，加大力度构建税费服务新体系。”市
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牟信勇承诺。

■本报记者张雯婧

“孩子们，尹妈妈特别想念你们……”昨天，红桥区培智学校
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自老教师尹淼渔的视频
问候。今年2月，干了一辈子特教工作的尹淼渔光荣退休。看
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尹妈妈突然出现在大屏幕上，不少孩子高兴
得手舞足蹈。随后，大家把腰鼓挂在胸前，排成队形，为尹妈妈
表演了一个小节目。为了训练孩子们的协调能力，尹淼渔曾经
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教会了孩子们这段腰鼓舞。当看到屏幕另一
端的孩子们跳起的正是这段舞蹈后，尹淼渔感动得泪光闪闪，
“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

在22年的特教生涯中，尹淼渔教过最多的就是自闭症儿
童。对待这些被称为“星星的孩子”的儿童，需要用超乎常人的
耐心百般呵护、悉心教育，始终如妈妈般不离不弃，尹妈妈的称
呼也由此而来。

现如今，退休在家的尹淼渔一直在网上关注着自闭症儿童
的信息，并做着相关的科普工作，她笑称这是“职业病”。“4月2
日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帮助这
些孩子，因为这些‘星星的孩子’值得我们付出。”尹淼渔说。

本报讯（记者曲晴）日前，为保障城市
交通运行，我市积极开展城市桥梁安全防
护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和城市桥梁护栏升级
改造，第一批市管桥梁安全设施提升改造
工程主体现已竣工。

据了解，我市编制了《天津市市管桥梁
防护设施安全隐患排查报告》，并自去年
10月起，依据《天津市市管桥梁安全设施
提升改造工程（第一批）实施方案的批复》，

先后对大光明桥、狮子林桥、光华桥等11座
桥梁进行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在桥梁承载力
允许的前提下，对早期设计的桥梁安全性进
行优化设计，在人行道内侧增设防撞护栏。

为最大限度保证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后与
原桥风格、形式一致，市城市道路桥梁管理事
务中心在有效提升桥梁护栏防护性能的基础
上，多次进行实地研究和方案比选，从防撞性
能、涂料类型、颜色、装饰样式等多方面确定

安全设施提升改造样式，目前，该项目11座
桥梁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今后将更好地保
障市民出行安全。

上图：近日，大光明桥安全设施提升改造
工程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将于本月全部竣工，此
次改造在有效提升桥梁安全防护性能的基础
上，最大限度保持了原有欧式景观设计风格。

本报记者张磊摄

连日来，我市各界自闭症爱心志愿者走进社区、公共场所、
儿童培训中心等处进行科普宣传。 潘立峰摄

今天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这些‘星星的孩子’
值得我们付出”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时值清明前夕，
扫墓祭祖成为市民近期的礼俗主题。在传
承优秀文化、倡导文明祭扫的同时，我市政
务服务移动端“津心办”联合市民政局，为
广大网民开设了“清明专区”，方便在线办
理殡葬祭扫相关事项，用更加绿色、便捷的
方式缅怀逝者、寄托哀思。

目前，市民在“津心办”App首页找到
“清明专区”，即可点击进行网上骨灰续期
缴费、骨灰迁移预约办理，还可以查询到全
市殡仪馆、经营性公墓的地址及服务电话，
以及相关殡葬服务收费项目详情。同时，
为倡导移风易俗，树立时代新风尚，专区内
还提供网上祭扫、节地生态安葬、骨灰撒海
等相关服务的情况介绍。

网上续期缴费功能目前只支持天津市
第一殡仪馆、天津市第三殡仪馆及天津市
殡仪墓地事务服务中心三个场所对应业务
的办理。市民可以通过在专区中选择“在
线续期”功能，查询缴费记录，续存缴费，免
去清明节前现场办理排队耗时的麻烦。

我市再推18项税收服务新举措
1 建立税费优惠政策标签体系。
2 推行电子发票，简并税费申报。
3 基本实现企业税费事项能网上办理、个人税费事项能掌上办理。
4 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不超过7个工作日。
5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注销时限压缩至5个工作日。
6 推广首违不罚，推进简易处罚事项网上办理。
7 推进京津冀纳税信用评价信息共享。

这样的恳谈会名符其实

津城11座桥梁提升改造安全设施

全国首批 天津首单

3.5亿元高成长债券落地

祭扫事项 掌上“一键办”

“津心办”上线清明专区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近日，和平区举行
社区、学校、社会力量共建共享签约仪式。区
内6个社区与中小学校、新华社区学院与社
会力量办学主体结对共建，共同承担辖区内
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据了解，和平区将进一步整合社区与
学校、学校与社会力量、社区与社会力量等
各方资源，健全共享机制，各街道社教办将
牵头主动对接属地学校，推动全区64个社
区与学校、社会力量全覆盖签约，实现社
区、学校、社会力量多向开放、多向参与、多
向服务、多向受益。

和平区健全共享机制

社区与中小学结对共建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4月1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2653件。其中：滨海新区
2238件、和平区374件、河东区756件、河西
区714件、南开区838件、河北区585件、红桥
区315件、东丽区642件、西青区769件、津南
区828件、北辰区906件、武清区764件、宝坻
区840件、宁河区575件、静海区828件、蓟州
区6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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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