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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天津时装周开幕
将举办23场时装大秀

5月27日18时至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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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月27日18
时至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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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8时至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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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例（中国籍
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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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例，在院10例（轻型2例、普通型8例）。

5月27日18时至5月28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22例（境外输入217例），尚在医学观察9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82例、转为确诊病例31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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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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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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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天，市人民检察院对外发布，针对日
前一男子在网上发表侮辱袁隆平院士言论的违法行为，检察机
关决定依法开展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逝世。静海区网民李某（男，38岁）在微
信朋友圈发表侮辱性言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
已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决定依法履行检察公益诉
讼职责，对李某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立案调查。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委了解到，我市深化“放管服”改革有
新进展，5月27日，我市一家企业依法向
西青区市场监管局申请，顺利落户西青区
张家窝镇集群注册登记地址，成为我市首
家以集群注册地址登记的企业。
“以前完全无法想象，不用租赁办公地

址就可以办营业执照，集群注册对小微企
业太友好了。”作为我市首家以集群注册地
址登记的企业，统一（天津）文化艺术发展
有限公司申请人岳女士介绍，与集群地址
管理单位签订托管协议后，管理单位免费
向企业提供了注册地址。企业在“天津企

业开办一窗通”中办理设立业务申请，确认
集群注册企业后，系统自动带入集群住所
信息，经西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查后完
成登记，半天就领取了营业执照，不仅便捷
高效，还节省了住所租赁费用，实现了零元
办企业。
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降低市场

主体准入门槛、释放地址资源、减轻中小微企
业负担，2020年7月，市市场监管委出台《天
津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
法》，明确各区人民政府、产业园区管委会等
可将其管理的创业园、产业园、创业空间、孵
化器等的全部或部分地址以“一址多照”形式
用于入驻企业的集群登记，并由市市场监管

委统一进行系统信息维护，供入驻企业登记
时自主选择。

近年来，市市场监管委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优化服务流程，通过推行“互联网+商事
登记”，多措并举，企业开办效率显著提升。
2019年12月底至今年3月底，我市企业网上
登记申报率始终保持在97%到99%，今年以
来企业网上申报率达99%以上，全程无纸化
占比已达97%；今年4月，我市企业开办时间
已平均压缩至0.4个工作日内。下一步，市
市场监管委将持续在服务企业开办登记上减
环节、提速办，让更多中小微企业“零见面”
“零成本”享受改革红利。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市发展改革委发出通知，按照国
家和我市有关政策要求，为疏导上游天然气门站价格上涨矛盾，
经研究，决定调整我市城市燃气管网非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
调整后的价格自2021年6月1日起执行。

根据通知，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气价格每立方米调整至
2.62元，集中供热用气价格每立方米调整至2.33元。燃气经营
企业可在不超过上述价格标准基础上，自主制定具体销售价
格。各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抄表、政策解读、客户服务等相关工
作，妥善处理实施中的有关问题，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确
保全市燃气稳定安全供应。

■本报记者张雯婧

本周，我市迎来2021年职业教育活动
周。活动周期间，大国工匠、技能大师走进
校园，与师生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全市职
业院校纷纷敞开“大门”，邀请中小学生走
进校园，参与职业教育体验项目，发现学习
乐趣、了解技能进步。同时，职业院校师生
也在校园外，积极宣传展示职业教育的改
革发展成果，津城上下处处涌动着“技能让
生活更美好”的热潮。

近日，在天津市机电工艺技师学院举
办的“海河工匠”进校园活动中，全国劳动
模范、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

司运维检修部配电抢修工、高级技师张黎明，
为全校师生讲述了自己作为一线产业工人，
追求职业技能精致化，用传承与创新、专注与
钻研、坚守与坚持，为“工匠精神”作出最美注
脚的故事。
“快看，这里有这么多无人机……”5月

26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的孩子们走进
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近距离感受职教魅力。
看到这些炫酷的场景，孩子们兴奋地鼓起掌
来，“长大了，我也想当一名无人机操控手！”

在技能大师和中小学生走进校园的同
时，职业院校的师生也带着他们的一身“本
领”，走进乡村，走进社区，让职业教育更好地
为民服务。

“我这眼镜坏了一个多月了，你们没几
分钟就修理好了，真是太谢谢你们这些志愿
者了！”5月26日下午，天津职业大学技能服
务进社区活动在北辰区普东街雷锋广场、北
辰区田园小区等多个地点同步开展。活动
中，学校的学生志愿者们利用专业技能为社
区居民提供老年健身指导及防范电信诈骗
等宣讲内容。同时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了包
括验光及眼镜清洗维修、家用电器维修、珠
宝首饰清洗等专业技能服务。此外，该校老
年服务专业的学生还入户为社区老人进行
了健康数据监测及护理按摩等，受到了社区
居民的热烈欢迎。
职教周期间，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广告学

院师生一行14人，赴蓟县下营镇张家裕村
和中营村开展“美丽乡村 我为民宿做logo”
调研活动。“通过调研，学生们对乡村振兴有
了更多的思考，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所学专
长，为美丽乡村建设贡献力量。”带队教师韩
仁杰说。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40个满载烧碱货物的集装箱从
新疆乌鲁木齐顺利抵达天津临港铁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铁路专
用线，随后这批货物将通过天津港东南亚航线出口，而这也是天
津港集团近几年完成的首票新疆烧碱海铁联运出口业务。

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积极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新疆
地区开展东西部协作，推动物流大通道建设，利用临港铁路专用
线与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协同，推出了烧碱海铁
联运物流产品。“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流程，努力将烧碱海
铁联运产品拓展到新疆其他企业以及内蒙古、宁夏等区域，为西
部大开发和内陆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贡献‘津港力量’，更好地
服务新发展格局，实现港口物流的高质量发展。”天津港集团物
流经营中心主任刘鹏说。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近日，红桥区水西园菜市场正式开业
运营，这是继南开区龙井菜市场、宁河区绿屏西路菜市场、北辰
区瑞恒菜市场之后，今年建成的第4个民心工程菜市场项目，也
标志着全年7个民心工程菜市场项目的建设任务完成过半。

据悉，水西园菜市场位于红桥区闸桥南路与芥园道交口，利
用原毛巾四厂旧厂房改造建成，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共有
100个摊位和商铺，设置了熟食杂货区、蔬菜水果区、生鲜水产
区等。该市场可服务周边紫芥园、弘丽园、水西园、明华里、康华
里等小区的近2万居民。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昨天晚上，上工
富怡·2021天津时装周在梅地亚大剧院开
幕。本届时装周以“风华·焕新”为主题，将
在5月28日至6月2日举办23场时装大
秀，20多个服装品牌以走秀方式传递时尚
之都的时尚气息。时装周期间还将组织国
内行业专家、学者、品牌商齐聚津城，举办
全国纺织标准质量技术峰会、全国纺织服
装时尚与科技创新大会、全国静电纺丝技
术与纳米纤维学术会议，举行纤维艺术展
等活动。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孙湘茹 邵
振宏）昨天从市老年人大学获悉，该校
2021—2022学年度招生工作即将启动，
届时，超过10000个指标投向社会。为构
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新学年度
在新增设10门课程的同时，增加了15个
“线上教学班”。

年龄在50周岁（1971年8月31日及以
前出生）至80周岁（1941年8月30日及以后
出生），身心健康、行动自如、能坚持正常学
习，具有所报课程相应文化程度及适应该课
程学习条件者均可报名参加市老年人大学线
下教学班学习。报名学员可通过登录天津市
老年人大学微信公众号或者招生网（www.

tjlnrzs.cn），按照系统提示完成信息注册和
网上报名、交费；也可以凭身份证原件在报名
次日8:30至11:00，13:00至15:00到学校
现场交费。线上教学班报名期间不设置现场
收费。

市老年人大学相关负责人提醒报名学
员，为使学校现有学习资源普惠更多老年朋
友，每位学员最多可报名3个班级（包括基
础班、升级班、考核班及艺术团表演班，不包
括线上教学班）。网上报名后，须在次日15
点前完成交费，凡是没有在次日15点前完
成交费的，视为自动放弃，招生指标系统自
动收回。

■本报记者孟若冰

“以前我们在招聘的时候，会通过政府
部门、中介机构咨询人才政策。”天津百信
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昕庭边说
边打开“津心办”App、点击“津策通”栏
目，“现在改版后的‘津策通’，不但每条政
策下都有联络人和咨询电话，而且能帮助
我们更有针对性地搜索所需政策，满足我
们的个性化需求，对我们企业来说真是太
方便了！”

近日，我市政务服务移动端“津心办”
新闻资讯专区“津策通”2.0版正式上线，通

过精心汇总、精细分类、精准搜索，打造我
市惠企政策百科。市委网信办、市政务服
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见实
效，聚焦“企业群众与政府部门间政策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升级推出“津策通”2.0版，
组织全市各区各部门及时发布惠企政策，
方便企业和市民查询搜索，助力优化营商
环境，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据了解，“津策通”2.0版通过归集政

策、统一出口的方式，实现全市44个营商
环境建设部门、16个区政府及5个功能区
的惠企政策一网通览，内容权威及时、丰富

全面，进一步提升政策服务的全面性和规范
性。在提供政策原文同时，增加各区、各委办
局政策权威解读和“一图读懂”，公布每条政
策的相关负责人及联系电话，帮助企业直观
知晓政策，因地制宜用好政策。此外，“津策
通”2.0版还实现对政策的精细分类和精准搜
索，满足企业对不同级别、不同行业、不同部
门政策的个性化、定制化需求。
“‘津策通’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凸显了服

务主题，通过跨部门协调和整合，提升了在线
服务水平。”天津九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李佳萍向记者介绍了“使用体验”，同
时也提出了“升级设想”，希望“津策通”接下

来能继续强化功能板块，在提供相关政策的
同时，强化非接触网上申请功能，让数据多跑
路、企业省时间，提升企业办事效率，为天津
打造更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营商环境。

据悉，市委网信办、市政务服务办、市大
数据管理中心将以“津策通”为抓手，继续释
放大数据应用价值，依托天津“城市大脑”庞
大的数字底座，努力实现政策精准推送。同
时，充分发挥数字要素作用，再造政务服务
流程机制，通过汇聚天津政策资源、数字资
源、媒体资源优势，用活政策、盘活数据、激
活市场，让更多企业爱上天津、布局天津、受
益天津。

省了租赁费零元办企业
首家以集群注册地址登记企业取得营业执照

技能让生活更美好
——我市职业教育活动周侧记

市老年人大学新学年招生启动
投放万余个名额 增加15个“线上教学班”

随着我市气温逐渐升高，津南、宁河、北辰等涉农区开始水稻插秧。图为北辰区正抢抓农
时组织农机播种津原89、金稻919等优质小站稻品种，万亩稻田全部实施机械化插秧，田间一
派繁忙景象。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冯暐摄
万亩稻田插秧忙

红桥区水西园菜市场运营
今年民心工程菜市场项目已完成过半

目前，我市地铁建设中最长、最重的钢管柱正在中建六局天
津地铁7号线肿瘤医院站进行安装，该钢管柱长34.82米，直径
1.1米，总重量达46.9吨，吊装难度大，垂直度控制要求严，特别
是在安装过程中要对36小时超缓凝混凝土的控制更为精准，项
目部要对每一车混凝土留样并进行模拟插入实验，确保钢管柱
安装顺利完成，预计6月底将全部安装到位，为后期主体结构施
工提供了有利条件。 本报记者张磊摄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近日，为强化食
品安全“云监管”，和平区市场监管局联合
区民政局，在全市率先将区内11家养老机
构食堂后厨画面通过“互联网+”技术进行
实时传输。今后，监管部门利用手机
App、电脑终端和指挥系统等，可在线实
时监督养老机构食堂后厨状况，进一步提
升食品安全监管水平。

记者在和平区食安办指挥大屏上，可
以看到每个养老机构食堂后厨内情况，
整洁明亮的操作画面通过“云监管”系
统，实时呈现在大屏幕上。据了解，我市
市场监管系统持续推动“云监管”，下一
步将把“云监管”向学校、幼儿园、养老机
构广泛推进。

天津港海铁联运

首票新疆烧碱业务走出国门

对某网民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的行为

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立案调查

和平区11家养老机构
食堂后厨“云监管”

非居民天然气价格调整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气价格每立方米调整至2.62元

师大开设“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工作坊”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天津师范大

学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启动开
设“青年教师成长训练营教学能力提升专
题系列工作坊”，针对青年教师重点关注的
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大赛备赛及教学技能
方法等内容，从现在至12月底，通过开放
式智慧教室为青年教师进行课程思政建
设、教学设计、教学评价、教学信息化建设、
教学语言及教态和教学大赛（含创新创业）
等专题培训，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

市健康教育协会
体医融合分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徐杨 通讯员 王莹）为

更好地推动体医融合发展，市健康教育
协会体医融合分会昨天正式成立。该分
会将以市黄河医院（市体育医院）为载
体，搭建医、康、险、健多方资源融合平
台，畅通体育与医疗两个领域专家沟通、
交流、合作，补齐临床急需的体育医学融
合知识技能人才，满足群众对健康市场
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