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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18时至4月1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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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18
时至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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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 18时至4月11日 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津巴布韦输入），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229例（中国籍204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
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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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例，在院7例（其中轻型2
例、普通型5例）。

第22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津巴
布韦。该患者1月21日至2月1日在当地因新冠病毒肺炎住
院治疗，检测阴性后好转出院。该患者后自津巴布经埃塞俄
比亚至巴黎，乘坐航班（CA934），于4月8日抵达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就诊。当日空港医
院新冠病毒抗体 IgM、IgG检测结果为阳性，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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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胸CT示两肺间质纹理增多，两肺散在索条及磨
玻璃密度影，两肺胸膜略增厚。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
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
环管理。

4月10日18时至4月11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93例（境外输入188例），尚在医学
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52例、转为确诊病
例27例。

截至4月1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195人，尚有17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我市推出系列优化金融营商环境重磅举措

将租赁公司准入和监管权给东疆

为清华大学原创科技成果在津落地应用赋能添智

清华天津电子院
产业“朋友圈”再扩军

一周天气

冷空气频繁打扰
降雨大风降温齐上阵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眼下已至暮春

时节，津城最近天气状态比较平稳，气温逐
步回升，草木新绿。然而，春季天气又是十
分多变的，本周冷空气就比较频繁，周内还
将经历降雨、大风、降温过程。

降雨方面，今日我市以阴为主，蓟州今
天白天有阵雨，由于天气系统很弱，所以总
体雨量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预计15
日我市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降雨过程。

大风方面，本周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
12日夜间和15日到17日，北风劲吹。其
中，12日夜间由微风转北风4到5级，阵风7
级，15日到17日，风力一直保持在4到5级。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市的气温也会
上下波动起伏。13日，气温会降至近期的
最低点，预计最高气温仅在16℃上下。气
象专家提醒，近期忽冷忽热，市民外出需注
意及时增减衣物。

“办实事开新局——
2021区长访谈”
推出第十四期

《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武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将严格按标准验收自来水工程
■本报记者高立红

2019年，武清区梅厂镇张大庄进行了自
来水改造工程，同年年底结束。该村村民于凤
清近日反映，施工存在管道铺设过浅等质量
问题。在今天播出的天津新闻广播《公仆走
进直播间》中，武清区区长倪斌协调区水务局
等部门，现场办公，要求对暴露出来的问题进
行彻查，保证施工质量，让百姓喝上放心水。

记者三次到现场采访。第一次是4月5
日，在张大庄村水塔旁，于凤清撬开8块面包
砖，用铁锨挖了十几分钟后，露出土层下一
截管道，用尺量了量，距土方地平面30厘
米。于凤清说：“我干过土方活，自来水主管
道至少要埋到80厘米深，到冬天才不会冻。”

记者联系武清区水务局，局长杨来增

等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在水塔前，杨来增了
解后表示，不管是否临时管，埋得浅容易被轧
坏爆裂，要求施工方改造，自主管道另行平接
一根管到水塔，必须按标准施工。

4月7日施工方组织人员抢修。工作人
员转天告诉记者说，挖开后，他们也挺气愤，
那段管道埋得太浅了，必须整改。他们连夜
施工，按标准重新铺设管道。

4月8日晨，记者赶到现场时，抢修已接
近尾声。杨来增又赶到现场，面对面倾听于
先生的反映。于先生打开水表井盖提出，井
不够深、口太小，查表和维修都没办法进行；
工程后填埋粗糙、个别井盖出现塌陷、部分路
段下管道埋得浅等问题。

杨来增表示，城市供水给水管道埋设深
度应该在冰冻线下15厘米，各地气候不同，

深度不同，天津应该在地下80厘米。区水务
局将请专家明确设计规范，组织队伍挨个自
来水表井检查，对于埋管浅的问题，也将依据
标准核查验收，不合格的立即整改。

武清区负责同志说，近两年，武清区下大
力度推行惠民工程，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三年行动，新建改造60个村供水管网，348
个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高效运转。农村供水
改造工程，为的是让百姓喝上放心水。目前
226个村的自来水改造工程已完工，下一步
将严格按标准验收。

武清区负责同志还就陈咀镇鱼坝口三村
村民王学剑提出的供水及户厕改造等问题现
场办公，责成陈咀镇和区水务局组成专班立
即去村里调查解决，让老百姓真正喝上放心
水，用上惠民工程户厕设施。

本报讯（记者高立红）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和户厕改造如何真正落实？民心工程怎么
才能真正办好？建成入住一年多的居民小
区，承诺配套的生活服务设施何时可以兑
现？4月13日（周二）8:10—9:00，天津新闻
广播《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办实事开
新局——2021 区长访谈”推出第十四期，宁
河区区长单泽峰对话群众代表、媒体记者、专
家学者，回应百姓关切，为群众办实事！

届时，天津新闻广播（FM97.2 AM909）
将播出访谈节目，津云、新华网、央广网等
新闻网站和客户端，网信天津、新浪、网易、
百度、凤凰网、搜狐、知乎、快手等新媒体平
台也将播出节目视频精彩内容。

此外，4月13日（周二）19:30—20:00，广
播新闻中心还将与天塔联合推出“宁河发展
耀天塔”灯光秀活动，以文字、图片、视频等
内容，展现宁河区的发展态势，敬请关注！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支持东疆建设国际一流融资租赁聚集区；取消小额贷
款公司和典当行股东持股年限限制……日前，市金融局发布《进一步优化金融营
商环境若干措施（第一批）的通告》，推出系列重磅举措，促进金融业更好地服务
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融资租赁是天津金融创新的靓丽名
片，该领域的优化措施尤受关注。市金融
局在稳妥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基础上，“以委
托实施形式将融资租赁公司准入和监管权

力事项下放给东疆管委会”。市金融局则
发挥好风险防范监测和监管系统数据作
用，以审批和监管质效的提升推动租赁机
构集聚发展。

“津心融”融资服务
市金融局还明确提升“津心融”融

资服务功能。以“津心融”对接融资平
台为依托，扩大银行、保险及地方金融
组织接入范围，扩大数据接入范围，扩
大融资服务范围，实现企业线上身份认

证、金融机构产品展示、企业融资需求
发布、银企线上对接等功能，同时开通
融资租赁服务科技企业、“项目+团队”
服务专区和培训专区，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融资服务。

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与此同时，鼓励具有上市意愿、上市潜力的

企业特别是全市“1+3+4”现代产业体系企业进
入全市重点培育上市企业资源库，提供一揽子贴
心服务，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

小额贷款公司方面
小额贷款公司迎来了两大利好。其一，取

消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股东持股年限限制。
对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行设立、变更股权结构、
增加注册资本事项，取消股东两年内不得转让
股权限制。其二，放宽小额贷款公司股权比例

要求。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变更股权结构、变
更注册资本事项，取消主出资人及其关联方出
资比例不超过公司注册资本80%的限制，强化
对实际控制人穿透式监管，防范“代持”“交叉持
股”带来的风险隐患。

推进“放管服”改革
此外，市金融局还明确持续推进“放管

服”改革，在办理地方金融组织设立事项时，
对需提交的拟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犯罪记录证明，实施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同
时，优化出资能力评估程序，树立“扶优限劣”

的差异化监管导向。对监管评级结果较好的
机构，优先支持其享受相关政府扶持和奖励
政策，大力支持其在坚守风险底线前提下开
展业务创新；对监管评级结果较差的机构，则
加大监管关注力度。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走进出租汽车总公司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当记者来到

设立于出租汽车总公司院内的出租汽车行
业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时，医务人员和工
作人员正在这里为出租汽车司机们有序地
进行新冠疫苗接种。预检、登记、接种、留
观，全程下来一气呵成。
“前些天，了解到能免费接种新冠疫苗，

第一时间我和同事就报了名。”刚完成新冠疫
苗接种的出租汽车司机王宝田边说边走向留
观区，“接种以后，心里踏实多了。我们每天
都要接触不同的乘客，接种疫苗不仅是对自
己和家人负责，更是对乘客和社会负责。”
市道路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里

是我市首个出租汽车行业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在河北区卫健部门、疾控中心和市交
通运输委支持下设立，4月9日正式启用，
就是希望能进一步提升出租汽车行业新冠
疫苗接种的服务能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临时接种点利用了
出租汽车总公司培训教室、服务大厅等场
所，设置有预检区、候诊区、登记接种区、留
观区、应急处置区等区域，登记台和疫苗接
种台各有6个，各区域分隔清晰，并划出了
单向行进路线。从进场车辆停放、体温检
测、查验健康码、人证核对登记、确认知情
信息、接种留观登记等，各区域都有管理人
员有序引导完成。据统计，截至目前，我市
已有3万余名从业驾驶员完成了疫苗接种。

■本报记者王音

4月8日晚上7时多，南开区红旗南路
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内灯火通明，工作人
员正在有序地引导接种者登记信息、接种
疫苗、留观……当晚前来接种的人员都是
来自我市各快递企业的快递员，他们当中
很多人还没来得及脱下工作服就匆匆赶到
接种点。

“快递小哥”早出晚归，工作中更是“争
分夺秒”。考虑到工作特点和岗位特殊性，
市邮政管理部门积极对接各辖区疫情防控
部门，开通疫苗接种“夜间专场”，方便快递
员及时接种疫苗。8日当晚，在南开区两
个临时接种点，来自顺丰、圆通、京东、菜
鸟、申通等10余家快递企业的2000余名
“快递小哥”完成了疫苗接种。

“我是晚上6点多过来排队的，打完疫苗

要赶回去跟同事换班，他们再过来打。我们
平时下班都八九点了，到社区预约根本没时
间。这个专场服务太好了，打了疫苗心里真
踏实！”圆通公司“快递小哥”刘伟说。

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副处长吴广
磊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4月8日、
10日已开设两次“夜间专场”，累计接种
3800余人次。邮政管理部门将继续对接
各辖区疫情防控部门，因地制宜推动邮政
快递业疫苗接种工作。

下图：夜间疫苗接种点
本报记者张磊摄

开通“夜间专场”为“快递小哥”接种

出租汽车行业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本报记者张磊摄

■本报记者王睿

作为天津市与清华大学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
载体，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简称清华天津电子院）
持续扩大电子信息产业“朋友圈”，聚集创新要素在天津融合
发展。10日，该院再度传来好消息：汇聚优质资本力量、“政产
学研用”跨界合作，为清华大学原创科技成果在津落地应用赋
能添智。

为科技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清华天津电子院去年设立专属基金管理方——华控电

科（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投资电子信息及相关应
用领域的早中期高科技项目，推动泛电子信息领域的科技成
果转化。目前，华控电科管理的资本规模已近 6亿元。10
日，在清华天津电子院Demo Day 2021活动现场，华控电科
发布无限基金SEE Fund，该基金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清
华天津电子院等共同发起，用市场化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创
业。随后，清华天津电子院还与天津海河产业基金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基金建设、初创企业投资等领域展
开深入合作。

科研成果转化只有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出成效、见实
效、有长效。在现场，清华天津电子院“携手”同方股份成立“智
慧城市应用技术与场景研究联合实验室”，以城市模拟器系列技
术为重点，围绕城市建设需求和运营场景，面向交通、政务、基础
设施等领域，促进智能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此外，清华天
津电子院招商引入的同方股份子公司——同方芯洁能（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也正式揭牌，该公司将围绕洁净、节能领域为高科技
电子厂房提供专业、高效的运维服务。

与产业界头部企业“联姻”
清华天津电子院十分重视与产业界头部企业的合作交流，

推动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活动中，清华大学与商汤科技合作
开展的“‘感知计算’产学研深度融合专项计划”启动，致力于突
破“感知计算”方向的人工智能发展瓶颈，让人工智能技术更好
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副总裁杨帆介绍：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头部企业，我们能看到清华天津电子院有
很多孵化的新兴企业，很希望和他们一起，为新兴的科技创新企
业提供支持与帮助。”
“除了同方股份和商汤科技，清华天津电子院依托清华

大学电子工程系的科研实力，陆续与中国移动、中兴、华为、
美团等在内的多家领军企业对接，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合
作，产业发展‘朋友圈’阵容越发壮大。”清华天津电子院院长
汪玉表示，在天津扎根6年来，他们十分看好天津这片创新、
智慧、生态的沃土，打造并验证了一套行得通、可复制、能成
功的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体系，下一步还将积极融入天津市
“以信创产业为主攻方向”的产业创新格局建设中，为天津高
质量发展提供“清华智慧”；同时通过建立医工结合、先进科
技创新、新一代融合通信与智慧城市等技术应用平台，推动
技术应用和产业合作。

7家优质教育集团和学校落户西青
用引进公办教育和高端人才委托管理等作为合作模式

生态城生物医药产业园
10月竣工交付使用
本报讯（记者王睿）中新天津生态城生

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在规划之初就明确，积
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集聚北京、天
津及国内外优质生物医药产业资源入驻发
展，打造国际一流的生物医药技术创新与
交流合作高地。该项目一期建设5栋楼，目
前正以一周一层的进度全速推进，力争今
年4月主体封顶，10月竣工并交付使用。

生物医药产业园位于生态城临海新城
区域，总投资9.7亿元，园区建筑面积达
12.65万平方米，将建设研发楼、中试加速
器及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配套设施。记者
了解到，眼下项目虽然还在基础施工阶段，
但招商工作已同步展开。园区抽调专人成
立招商团队，并与生态城管委会各职能处
室建立联动机制，每周都到京津冀、长三角
地区对接意向企业。连日来，几乎每天都
有企业代表来项目现场实地考察。
“我们现在接触的企业有10多家，为

了给企业做好服务，根据每家企业的特点
量身定制具体方案。”天津生态城产业园发
展有限公司招商经理冯岑介绍，园区将针
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搭建“研发、孵化、小
试、中试”一体化的产业支撑平台，可为入
驻企业提供注册申报、政策咨询、金融服务
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通过“定制化”
商务服务助力企业高速成长。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西青区分别与天津益中赛达教
育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教育集团和学校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引
进公办教育和高端人才委托管理等合作模式，在中北镇、大寺
镇、精武镇、李七庄街、赤龙南街、津门湖社区建设一批优质小
学、九年一贯制、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部分学校从今年秋季开
始招生。

据了解，此次与西青区签约的教育集团包括天津益中赛
达教育管理有限公司、南开敬业教育集团，以及在国内具有
一定影响力的津衡教育、同济大学附属存志学校、英华国际
学校、美达菲等，不断满足百姓对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新建学
校除了满足本地户籍适龄儿童入学外，还将满足随迁子女、引
进人才子女等各类人群的入学需求。其中，南开敬业中北中
学，总建筑面积40793平方米，可满足48个班教学使用要求，
预计2021年秋季投入使用；南开敬业小学计划2023年 9月
投入使用；位于大寺镇的天津英华国际学校计划2024年投
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