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高考
我市今年高考报名考生约为5.6万人
全市共设有16个考区 66个常规考点

多云到阴天为主
整体气温适宜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今天迎来高考，
本周阳光羞涩，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其间受
冷涡和偏东风影响，8日前后，或有雷阵雨
天气出现。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6月7日

至10日，我市以多云到阴天为主。高考首
日，白天风力强劲，8日夜间，我市大部地区
有雷阵雨。高考期间，市区白天最高气温
为26℃到29℃，气温适宜，夜间最低气温
为18℃到20℃，体感舒适，利于考生休息。
气象专家提醒，市民要注意及时补水，

中午小憩消除疲劳。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2021年高考大幕今
日开启。高考期间，天津地铁在临近考点及大
型居民区的18座重点车站（复兴门、南楼、小白
楼、鞍山道、二纬路、西北角、勤俭道、成林道、张
兴庄、靖江路、昌凌路、北宁公园、新开河、鞍山
西道、黑牛城道、红旗南路、直沽、中山门）客服
中心处设置“地铁助考加油站”，准备了“地铁爱
心文具袋”、消毒湿巾、医用口罩、一次性雨衣等
物资，考生可凭本人准考证免费按需快速领
取。同时，所辖车站均配备了医药箱、爱心伞、
伞套等物资。

此外，为避免早高峰客流聚集，天津地铁
在所辖车站增设“考生绿色通道”、在客服中
心设置“高考考生优先”窗口、在出入口通道
增设移动测温验码员。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委了解到，从今天8时开始，市道路运输局、
市公安交管局、天津交通广播联合启动为期
4天的高考应急服务。今年高考期间，我市
将有52名出租车驾驶员值守市中心区26个
考点，为有应急需求的高考考生提供免费乘
车服务。

据介绍，我市出租汽车驾驶员为高考学
生提供志愿服务活动已持续了14年了。为
适应今年高考时间长、考试时段多，且仍在疫
情防控之中的特殊要求，海河、银建、联众、天
通、万科5家企业，在众多报名出租车驾驶员
中选拔组建了以市劳模、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等行业先进为骨干的志愿服务队伍。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我市2021年普通高考于6
月7日、8日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
性考试将于6月9日、10日举行。我市今
年高考报名考生约为5.6万人，全市共设
有16个考区、66个常规考点、1900余个常
规考场。今年是我市新高考改革的第二
年，继续实行文理不分科，高考和等级考的
成绩一同计入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

据介绍，市招委高考期间统筹协调，各
部门通力协作，采取多项举措，细化各个环
节，严格规范管理，依法从严治考，努力营
造安全、舒适的考试环境，确保实现健康高
考、公平高考、平稳高考、温馨高考和诚信
高考的目标。

为保证所有考生平等参加考试的权
利，我市教育、卫健等部门和各区协同联
动，做到疫情防控不放松、应急保障不放
松，在严格执行防疫工作方案、做好人员监
测、保证正常考生安全应考的同时，还制定
了一类一策、分类施考的工作办法，全力做
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的高考工作。

天津中学考点的考场迎接考生的到来。 本报记者谷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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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18时至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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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人员签订合同统一管理 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结算

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有了具体指引

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发布

本报讯（记者廖晨霞）市医保局、市民政
局、市人社局、市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关于
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护理服务有关问题的通
知》，进一步规范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
护险”）居家护理服务管理，提高长护险居家
护理服务质量和基金使用效能，积极稳妥推
进长护险试点工作。
《通知》明确，纳入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

员是与定点护理机构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
的医师、助理医师、护士，以及具备养老服务相
关培训资质的职业培训学校或经市民政局、市
卫生健康委认定或者委托的机构颁发相关证
书的养老服务相关人员。定点护理机构应与
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员签订劳动（或劳务）
合同，重点明确培训方案和内容、服务质量管
控、劳动报酬等双方权利义务。与具备资质的
医疗机构开展合作的，医疗机构相关医师、助
理医师、护士应与定点护理机构签订劳务协
议，纳入该机构护理服务人员统一管理。
《通知》明确，医师、助理医师、护士，按

照规定取得卫生健康部门组织的医疗护理员
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取得具备养老服务相
关培训资质的职业培训学校培训并颁发有关
证书的养老护理员，以及近三年参加民政部
门培训合格的养老护理员，直接作为长护险
居家护理服务人员。其他未取得有关证书的
人员，可以按规定从业并提供护理服务，在自
行或由定点护理机构组织参加相关培训并获
得有关证书后，作为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
员。2021年6月1日前已在定点护理机构工
作满3个月但未取得有关证书的养老服务相
关人员，临时作为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员，
限期于2021年12月1日前参加相关培训并
获得有关证书。到期未取得有关证书的，取
消纳入长护险护理人员范围。
《通知》明确，定点护理机构应合理规范

每名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员和实际已护理
重度失能人员配比，原则上按照1:1提供服
务的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员数量占本机构
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人员总数的比例，2021

年12月底前不高于30%，2022年6月底前
不高于20%，2022年12月底前不高于10%。

在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结算方面，重度
失能人员凭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
由定点护理机构办理手续，按规定享受长护
险待遇。其中，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由个人
支付给定点护理机构；应由基金支付的费用，
由经办机构与定点护理机构结算。其中，每
月居家护理费用不高于2100元的，按照实际
发生费用和75%比例报销；每月高于2100
元的，按照2100元和75%比例报销。
《通知》强化了对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监

督管理，定点护理机构不得通过伪造、变造护
理服务有关资料，或者虚构服务等方式，违规
获得或骗取长护险基金。定点护理机构和有
关个人等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属于服务协议
规定内容的，按照协议规定进行处理；属于法
律法规和规章明确的行政处罚规定范畴的，
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王睿）伴随着汽笛长鸣，“津安号”安全生产主
题游船日前在海河游船天石舫码头起航，这标志着2021年天津
市“安全生产万里行”正式启动。

今年“安全生产万里行”自6月开始，至12月底结束。其
间，我市聚焦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隐患治理专题
行”，并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推进“安全五进区域行”，围绕全
域应急科普宣传，开展“安全体验云上行”。此外，以“津安号”游
船作为我市安全文化的宣传载体，植入安全文化元素，定期开展
现场宣讲、有奖答题、安全作品展览等互动宣传，打造富有美丽
天津特色的安全名片。

现场还举行了“天津市应急宣传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市应
急管理局向中新天津生态城安全体验馆、中国交建天津地铁11
号线一期工程项目安全体验馆、天津大学安全教育培训中心等
6家单位授牌，以此为契机推动应急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助推安
全生产体验式教育向纵深发展。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6月6日是第七个全国“放鱼日”。昨
天上午，市农业农村委在滨海新区中心渔港组织开展增殖放流
活动，共向渤海湾投放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半滑舌鳎、松江鲈
鱼、大泷六线鱼、许氏平鲉、海蜇等各类苗种100余万尾，今年总
共向渤海湾增殖放流10亿尾左右，将对修复渤海湾渔业种群资
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据介绍，过去由于海洋污染和过度捕捞等原因，渤海湾
渔业资源受损严重，野生鱼虾已经不能形成渔汛，渤海湾水
生物资源也大量减少。为此，“十三五”期间，我市共向渤海
湾近岸投放中国对虾、三疣梭子蟹各类苗种超过80亿尾，品
种20多个。放流效果评估显示，渔获物数量和种类逐年增
多，其中，2020年放流中国对虾和三疣梭子蟹后，秋汛中国
对虾可捕量约为439吨，实现产值近9000万元；三疣梭子蟹
可捕量约为 596 吨，实现产值 4000 余万元，增加了渔民收
入，丰富了市民餐桌。

近年来，我市通过实施渤海湾增殖放流和其他渤海湾保护
措施，有效减少了海洋中氮磷含量，改善了渤海湾水质和海洋生
态环境。监测数据表明，渤海湾生物种类资源已开始得到恢复
和增加，渔业资源恢复更加明显，多年不见的秋刀鱼等珍稀鱼类
重现渤海湾。

本报讯（记者 张清）从市司法局获悉，《2021年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日前已发布。公告结合司法部有关
规定，依据天津地区实际，进一步明确了报名条件、报名时间、
考试费用等事项，明确客观题考试网上报名时间为6月10日
至6月24日，考试时间为9月11日、12日；主观题考试时间为
10月17日。
《公告》明确提出天津地区报考的具体条件以及报名所需材

料。客观题考试网上交费截止时间为6月28日18时，报名人员
应当在规定的交纳考试费期限内办结网上支付手续。报名人员
交纳客观题考试的考试费后，不得更改报名地。2020年客观题
考试保留有效成绩人员、2021年客观题考试成绩合格人员，可
以报名参加2021年主观题考试。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6月5日18时
至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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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5日18时至6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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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例（中国籍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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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例，在院6例（轻型1例、普通型5例）。

6月5日18时至6月6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1例（中国籍、毛里塔尼亚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26例（境外输入221例），尚在医学观察6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189例、转为确诊病例31例。

第22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毛里塔尼
亚。该患者自毛里塔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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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无异常，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6月4日新冠病毒抗体IgG、IgM检测结果均为阳性；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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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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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20例无症
状感染者、第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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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3072人，尚有21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我市防指成员单位合力迎汛备战

多措并举齐抓共管立足防“大”防“猛”防“突发”

记者从市交通运
输委了解到，随着桥
面引路部位沥青摊铺
作业及公路标线施划
完成，昨天，津霸立交
桥东侧挡墙应急养护
工程顺利完工，提前
10天恢复桥面通行。
本报记者万红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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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天津市“安全生产万里行”启动

渤海湾增殖放流鱼苗100余万尾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我市
2020年12月31日前设立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应依法履行年报公示义务，应于今年1月1日至6月30
日报送2020年度年报。为此，市场监管部门提示，没有报送公
示年报的以上市场主体需尽快完成。

相关市场主体可登录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天津），进入年报页面通过“企
业联络员登录”或“电子营业执照登录”方式完成身份认证，报
送公示年报。个体工商户可自主选择是否公示其年报内容。
选择不公示年报的，应当向负责其登记的市场监管部门报送
纸质年度报告。

对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
作社，将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标记为经营
异常状态，信用风险等级降低为“警示”，并向社会公示。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报送年报和公示信息不收取任何
费用，如有不法分子利用提醒年报公示，诱导登录钓鱼网站
链接，套取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等信息，请提高警惕，防止上
当受骗。

市场主体年报公示进入倒计时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市应急
管理局获悉，天津市防指各成员单位按照统
一部署，狠抓迎汛备战措施落实，齐心协力，
共同推动各项任务稳步有序开展。

今年以来，市防指成员单位立足防“大”
防“猛”防“突发”，多措并举，齐抓共管，夯实
备汛基础。记者了解到，市水务局加快推进
防汛排涝补短板工程建设，深入开展设施、设
备养护大会战，疏通管道59422米，淘挖检查
井3540座、收水井9360座，细化落实险工险
段等薄弱环节“一处一预案”，组建4支防汛
抢险专业队伍和9个防汛专家组，增强防汛
排涝防御能力。市气象局完成12000余名预
警信息接收责任人更新备案，完善短时临近

天气预报、灾害性天气预通报、预警信号发
布、灾害应急等规定，确保监测预报预警和区
域联防顺畅运行。

为强化风暴潮监测，市规资局开展海洋
观测设施检修维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市
农业农村委密切监视天气和土壤墒情变化，
分析研判形势，合理调配水资源，因地制宜地
落实抗旱措施。市住建委组织全面摸排危陋
房屋情况，确定防汛避险地点，提前做好防汛
措施、物资储备等各项防汛准备。武警天津
总队落实武警部队4206人，核查清点20余类
4万余件防汛物资，储备7天干粮给养物资及
药品。市消防救援总队组建118支708人抗
洪抢险专业队，装备水陆两栖车、水下机器人

等1800件。市公安局组建5000人应急处置
队伍，实施实名制动态管理、常态化备勤，开
展拉动演练，随时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应
急处置。

此外，市城管委组织落实地道、涵洞硬隔
离队伍349人、护栏1300米，对桥涵等低洼部
位设置水位标尺，遇严重积水第一时间物理
隔离。市交通运输委组织常态化应急救援队
伍队员134人、运输保障车辆88部，强化人员
转移保障能力。市文化和旅游局督促山区旅
游景区在危险地段设立警示标牌，明确疏散
线路、避险场所，确保游客安全。市商务局严
控肉、蛋、盐、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商品
质量、数量，确保应急调控时调得出、用得上。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记者从天津海关
日前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该关持续加强
对进境人员和重点进口商品的监管，建设
了天津市口岸非传统安全风险防控科学与
技术重点实验室，主要承担新冠病毒检测
任务，截至目前，该实验室累计完成入境人
员和进口商品的监测样本检测43万余份。

伏季休渔“夜鹰行动”展开
查获9条违规作业捕捞渔船

天津海关实验室外防输入
累计检测样本43万余份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加强海洋伏
季休渔管理，打击违法捕捞行为，按照《天
津市2021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专项实施
方案》要求，近日，市渔政处联合滨海新区
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天津海警局、滨海新区
公安局马棚口派出所等开展了针对天津南
部海域的“夜鹰行动”专项执法。

当晚21时，中国渔政12001船、中国
渔政12028船、中国海警33503艇从不同
的港口出航奔赴埋伏海域，马棚口派出所
按照预案安排干警在关键道路布控，此次
行动共查获9条违规作业捕捞渔船，收缴鲈
鱼网1货、拖网2货，有效震慑了违法分子。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日前，我市两名被
告人因私设大功率“黑广播”电台，犯扰乱无
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而被刑事判决，分别受
到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这是我市
5年以来首个因涉“黑广播”而被刑事处罚的
案例，有力打击了“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

市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因为违法成本低，技术门槛不高，受利益驱
动，近年来我市“黑广播”违法行为打而不
绝。违法安装者利用“黑广播”播放广告，
推销药品、保健品，消费者真假难辨，屡受
蒙骗。在执法过程中，每年我市查处的“黑
广播”案件近百起，虽然取证困难，抓获违
法者的难度大，但是市无线电管理局严格
履行职责，积极推进“黑广播”案件线索的
收集，并及时提供给公安部门。此次案件
发生于津南区八里台镇某小区，在该处查
获大功率“黑广播”电台后，市无线电管理
局积极配合公安部门做好设备鉴定、取得
关键证据，为审判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打击
了“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

打击“黑广播”出重拳
两人被判刑 为5年来首次

本报讯（记者 张清）发生劳动人事争
议，找地儿“说理”又有了新去处。日前，由
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市司法局共同建立的
“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解工作室”落户南开
区，这是我市第二家涉及劳动人事争议联
合调解的工作室。

据悉，我市首家劳动人事争议联合调
解工作室已于去年9月在河西区成立，启
动运行以来共调解劳动人事争议案件236
件，为劳动者挽回经济损失341.6万元。

劳动人事争议可来这调解
第二家“联合调解工作室”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