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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将建全国一流种质资源库
满足未来 50 年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战略需求
项目建成后总体库存量预期
可达40万份，
近期种质贮存量可
达25万份，
可拓展种质贮存量15
万份，能满足我市种业科技原始
创新和现代种业发展重大需求。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加大对具有天
津特色优势农作物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
用，为选育优良品种打下坚实基础，
我市正在
规划兴建全国一流种质资源库，满足未来 50
年天津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战略需求。
我市种质资源库位于天津市农业科学
院，建设内容包括新建种质资源库、农作物种
质资源精准鉴评公共平台、种质信息共享平
台、配套用房等；
还将购置并安装全自动化库

存设施、低温除湿机、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等
所需设备。
我市种质资源库总体定位是：
集现代化、
智能化、
自动化于一体，
建成技术领先、
设备先
进、管理科学、运转高效的全国一流种质资源
库。项目建成后总体库存量预期可达40万份，
近期种质贮存量可达25万份，
可拓展种质贮存
量15万份，
能满足我市种业科技原始创新和现
代种业发展重大需求，
为我市黄瓜、
花椰菜、
杂

交粳稻、
优质小站稻及强筋春小麦等现代种业
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与技术支撑。
据专家介绍，种质资源是生命延续和种
族繁衍的保证，种质库为研究农作物的起源
和进化、培育农作物新品种奠定了丰富的物
质基础。如果没有种质资源库保护，一般种
质资源贮存年限只有 5—10 年，将会让大量
珍贵种质资源丧失活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
失，直接制约农作物种业可持续发展。

2021年天津市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面向海内外征集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璐）2021 年天津市创新创业大赛暨第十届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日前正式启动。本届大赛在原有
企业组基础上，新增项目组。企业组以天津本地企业为参赛对
象，项目组面向海内外遍发
“英雄帖”
。
本届大赛以“科技创新 聚才融智 圆梦津城”为主题，聚焦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节
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据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和往年赛事相比，今年赛事范围更广且政策叠加发力。经复
赛、决赛评选出的优秀项目将获得市、区、园区各级产业、科
技、人才相关政策支持，并优先获得天津市“项目+团队”、海
外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等项目重点扶持，获奖企业
可直接入选雏鹰企业，创始人优先纳入“111”企业家队伍建设
工程。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重要提醒

南开天大两学子

津产全动
飞行模拟机
通过鉴定

荣获王大珩光学奖
本报讯（记者 姜凝）我国光学领域的
“重量级”
社会奖项——第十七届王大珩光
学奖评审结果近日揭晓，南开大学夏士齐、
天津大学李校博脱颖而出，获得此奖。
夏士齐是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博士
研究生，主要从事拓扑光子学方面的研究，
在实验上开创性地使用逐点写入的方式构
建波导结构，实验方法的创新促进了平带、
拓扑光子晶格、非线性非厄米光学等相关
领域的发展。李校博博士主要从事偏振测
量和光学成像的理论及应用研究，首次系
统、完善地研究了基于偏振相机的全偏振
参数测量优化问题，提出了可兼顾测量精
度和成像分辨率的最优策略，通过将计算
机视觉和物理模型相结合，实现了水下超
视距清晰成像。

日前，坐落于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机场片
区）的安胜（天津）飞行模
拟系统有限公司研发制
造的首台“中国制造”波
音 737 MAX 全动飞行
模拟机，
通过了中国民航
局过渡 C 级鉴定，打破
了国外市场的垄断。
据悉，
近年来安胜公
司研发制造的737 NG、
A320ceo、 A320neo
全动飞行模拟机先后通
过中国民航局 D 级鉴
定，是唯一一家能够同
时为波音和空客主流飞
机平台设计、认证和交
付全动飞行模拟机解决
方案的中国本土培训设
备制造商。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乳影益行·乳腺癌早诊”
公益项目在津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医大
肿瘤医院获悉，该院乳腺影像诊断科联合
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正式启动“乳影益
行·乳腺癌早诊”
公益项目。项目计划在未
来五年内，每年有计划地以京津冀基层（妇
幼）医院为核心开展医疗援助和对口帮扶，
通过定期、定点、双向的培训、示教和接收
进修，逐步辐射周边、联带全国医疗机构从
事乳腺影像诊断与技术的医师，切实提升
基层医院乳腺影像诊断和技术水平，实现
乳腺影像检查的规范化与同质化。
目前，该项目联合滨海新区妇联，
在滨
海新区正式开启“乳影益行·乳腺癌早诊”
公益行第一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1年5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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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74件。其中：
滨海新区
2287件、
和平区380件、
河东区768件、
河西
区730件、
南开区851件、
河北区592件、
红桥
区317件、
东丽区653件、
西青区779件、
津南
区841件、
北辰区924件、
武清区780件、
宝坻
区855件、
宁河区584件、
静海区840件、
蓟州
区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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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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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必要不前往广东省广州市等
近期出现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近
日，广东省报告了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广州市荔湾区龙津街锦
龙汇鑫阁升级为中风险地区。为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如无十分必要，不要前往广东省广州市
等近期出现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
自 2021 年 5 月 4 日起，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等重点地区来
津及返津人员，须主动向社区或工作单位报备，并积极配合做好
核酸检测等相关工作。具有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等重点地区旅
居史的人员需持 72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
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无核酸阴性证明的抵津者须进行核
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须居家医学观察。同时，近 14
日内具有相关旅居史人员须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如出现发热、干
咳等症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发热门诊，并主动告知医
生旅行史、接触史等情况。
此前，据广州荔湾发布，结合病例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
查、实验室检测和基因测序结果，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病毒属
于在印度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不排除是意外暴露造成偶
发感染。

疫情快报
5 月 23 日 18 时至 5 月 24 日 18 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市市场监管委查办 2021 年民生领域案件

“铁拳”
行动首批典型案件公布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我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聚焦民生领域群众反映强烈、
社会舆论关
注的突出问题，
在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铁拳”
行
动中，
查办了一批与群众紧密相关、
性质恶劣的
违法案件，
并通过媒体公布第一批典型案件。
一、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今年年初联合天津市
公安局北辰分局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
发
现蔡某与其子在河北省廊坊市采购进口冷冻猪
蹄，
并使用双氧水、
火碱对生猪蹄浸泡，
由蔡某亲
属在北辰区韩家墅市场冒充本地生猪蹄进行销
售。本案货值金额66500元，
违法所得600元。
处理结果：
鉴于本案情节严重，
予以从重处罚。北
辰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蔡某酱制品经营部作
出没收涉案产品和违法所得及罚款133.06万元
的行政处罚，
并移送公安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
当事人靳某未履行进货查验义务，
今年
3月7日从马某处购进羊酮体5个均已出售，
静
海区市场监管局委托检验机构对上述羊肉进行
抽检，
其中克伦特罗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处理
结果：
当事人靳某作为经营者应知晓并履行进
货查验义务，
而其长期从无相关资质马某处采
购肉品行为已构成主观故意情形，
静海区市场
监管局依据相关规定，
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
三、宝坻区管某海鲜店去年 11 月 24 日经
营的海蟹、
皮皮虾经抽样检测镉项目不符合国
标要求，
该批次海蟹、
皮皮虾货值金额850元，
违
法所得 300元。处理结果：
宝坻区市场监管局
已对天津市宝坻区管某海鲜店作出没收违法所

得和罚款1万元行政处罚。
四、
蓟州区市场监管局根据检验机构提供的
不合格电线检验报告线索于今年1月13日到天
津市蓟县嘉誉信五金商店进行检查，
对店内未售
出的不合格批次126米电线进行扣押。经查，
当
事人从一流动推销员处购买不合格批次电线共4
盘，
每盘电线长95米。至案发已售出不合格电线
254米，
剩余未售出电线126米。处理结果：
蓟州
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蓟县嘉誉信五金商店作
出没收涉案产品和罚款2000元行政处罚。
五、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天津龙
都金玺贸易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在当事人租赁
库房发现标有
“JY”
标识的螺纹钢 88件。经商
标权利人鉴别，
当事人标有
“JY”
标识的螺纹钢
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北辰区市场监
管局依法对涉案螺纹钢予以查封。经查，
当事
人通过微信朋友圈对外售出 11 件，销货金额
142426.35元，
违法经营额1147850.88元。处
理结果：
由于当事人侵权行为涉案金额较大，
根
据相关规定，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将此案移送公
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
宁河区市场监管局根据和平区市场监管
局案件移送函核查，
天津市宁河区益可思商贸中
心存在涉嫌在除医疗、
药品、
医疗器械外广告中使
用医疗用语或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
医疗器械
相混淆用语的行为。处理结果：
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
宁河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宁河区益可思
商贸中心作出警告和罚款5200元行政处罚。

七、
北辰区市场监管局今年1月4日根据举
报对天津市北辰区王某烟酒经营部进行检查。
现场发现当事人经营场所待售有1箱
“洋河海之
蓝”
和 2箱
“国窖1573”
。上述产品经商标权利
人鉴定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白酒，
本案违
法经营额 8868元，
无违法所得。处理结果：
北
辰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北辰区王某烟酒经
营部作出没收涉案产品和罚款3万元行政处罚。
八、
市市场监管委根据举报今年1月25日
对天津自贸试验区金富祥食品经营店进行检查，
发现用于销售的
“五粮液”
酒、
“国窖1573”
酒、
“剑
南春”
酒、
“青花汾酒（20）”
共计92瓶白酒，
经相关
商标权利人鉴别，
均非商标权利人生产，
属侵犯
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本案货值金额和违法经
营额均为59291元。处理结果：
市市场监管委已
对天津自贸试验区金富祥食品经营店作出警告、
没收涉案产品及罚款8.9万元行政处罚。
九、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对天津
市滨海新区酒信来烟酒经营店进行检查。经
查，
当事人前期在其经营场所从个人手中回收
“贵州茅台”
酒和
“剑南春”
酒共计 35 瓶用于销
售，
经商标权利人鉴定，
上述商品均为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商品。本案违法经营额共计49435
元，
上述商品均未售出。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
现场依法对涉案白酒实施扣押强制措施。处理
结果：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滨海新
区酒信来烟酒经营店作出没收涉案产品和罚款
17.5万元行政处罚。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 月 23 日 18
时至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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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 18 时至 5 月 24 日 18 时，我市新增 2 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中国籍，其中巴西输入 1 例，几内亚输
入 1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45 例（中国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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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籍 1 例），治愈出院 235 例，在
院 10 例（轻型 1 例、普通型 9 例）。
第 244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巴西圣
保罗。该患者自巴西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5 月 21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经初步流行病学调
查及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空港医院。胸 CT 示两肺外
周区多发浅淡斑片样磨玻璃影，右肺上叶胸膜区结节影。23 日
空港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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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 245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
亚。该患者自几内亚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5 月 21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经初步流行病学调
查及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空港医院。胸 CT 示两肺下
叶胸膜下散在小片磨玻璃影，右肺中叶索条影。23 日空港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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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输入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5月23日18时至5月24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22例（境外输入217例），
尚在医学观
察15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177例、
转为确诊病例30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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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4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 12930 人，尚有 275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