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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专家指导天津市平安工地建设

津石高速天津东段年底主线完工

6月12日18时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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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18
时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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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18时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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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例（中国籍
2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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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例（轻型2例、普通型8例）。

6月12日18时至6月1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32例（境外输入227例），尚在医学
观察11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89例、转为确诊病
例32例。

截至6月1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3220人，尚有355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探索“行业、企业、院校”三方联合培养技能人才新模式

“大国工匠”后备军津门比武
本报讯（记者王睿）随着首届“中国石

油杯”职业院校化工总控工竞赛在天津石
油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近日，来自全国11
家炼化企业的56名“种子选手”齐聚津门，
同台“比武”、切磋技艺。该项赛事开创了
“行业、企业、院校”三方联合培养技能人才
的新模式，旨在探索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
“大国工匠”后备军。

天津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赵爱
民告诉记者，参赛选手都是已经与企业签
订就业合同，但还未正式入职的石油化工
类应届毕业生，此次职业院校化工总控工
竞赛作为助力他们提前适应岗位、师徒传
技的桥梁，引入院校培训、技能比赛，构建
关键领域虚拟仿真平台及各类职业技能竞
赛平台，同时邀请行业导师立足岗位手把
手“传帮带”，聚焦能力提升、突出实战、淬
炼“真功”，为企业“订单式”培养人才。

记者了解到，比赛前，选手们在天津接
受了为期23天的培训，这也是首期校企合作
“石油工匠”职前教育示范班，主要进行赛事
规定的理论学习、仿真模拟、实操演练，同时
聆听中国石油思政工作专家带来的党史专
题讲座和中国石油企业文化专题讲座。比
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包括理论知识考
核、化工单元仿真操作、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佩戴、工艺事故及应急处理等项目。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陈梦竹）日前，由中铁三局承
建的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民航大学车辆段顺利通过竣工验
收，为4号线南段的开通运营打下基础。

天津地铁4号线民航大学车辆段占地面积36.501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2.6366万平方米。车辆段内主要设置检修组合库、
运用组合库、综合办公楼、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洗车库等16
个子单位工程。车辆段投入使用后，将承担4号线配属车辆的运
用停放、日常维护保养、临修、列检及周月检等主要任务。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近两年来，各地非遗项目纷纷借助网
络传播开来。日前，一家短视频平台根据平台上非遗项目播放
获赞情况，为各省非遗名片做了一个大排名。其中，天津相声获
赞1亿多次，成为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

根据相关视频播放次数排序，相声、象棋、京剧入选抖音最
受欢迎十大非遗项目前三名。紧随其后的是黄梅戏、豫剧、狮
舞、剪纸、秧歌、越剧和秦腔。其中，天津相声、安徽黄梅戏、陕西
秦腔分别以获赞1亿次、7772万次、7381万次位列前三位。剪
纸、竹编、木雕、石雕、泥塑则入选最受欢迎五大传统美术，其中
剪纸获赞超过1.3亿次。

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兴趣电商，非遗老字号在短视频平台纷
纷打开新市场。大数据显示，这家短视频平台电商覆盖老字号
超200个。非遗传承人带货总成交额较去年增长15倍。“80后”
已成为非遗商品消费的主力军。

截至今年6月10日，全国1557个国家级非遗项目，该平台
涵盖率达97.94%，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数量超过1.4亿条。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近日，天津海关
所属滨海机场海关在进境快件中查获一串
手链，后鉴定为象牙制品，因无合法进口证
明文书，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后续处理。

据了解，该串手链由67颗淡黄色串珠
组成，串珠平均直径约为0.5厘米，表面有
抛光痕迹，净重12.1克。海关部门提醒，
根据相关规定，象牙、砗磲、海柳、狼牙及其
制品均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Ⅰ或Ⅱ的保护物种，为国家禁止
进出境物品，除合法持有允许进出口证明
书外，禁止贸易、携带、邮寄进出境，情节严
重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姜凝）第六届天津市大学生创客马拉松大赛
暨第五届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与成果展洽交流会近日
启动，大赛由市教育两委、海河传媒中心联合举办，旨在发现富
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大学生，发掘小而美且富有成长潜力的种
子项目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孵化支持，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成
果转化。

启动仪式上，作为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人才工作重要成
果，13家高校企业成功挂牌天津滨海柜台交易市场（天津
OTC）；由天津市大学软件学院专家导师团队进行实践总结后
推出的“十步问道法创业课程”同时发布。

本届展洽会共收到参展项目226个，创历年展出数量之最，
参展团队可通过线上展示平台实现交流学习、业务合作、洽谈融
资等目标。同时举办的“云校招”大型线上招聘会，参会企业达
400余家，提供近2000个就业岗位，助力高校学子高质量就业。

据介绍，大赛5年来带领由企业家、投资人等组成的创业导
师团走进全市56所高校，以马拉松式的赛制对大学生创客进行
持续发掘、引导、培养，1000多个创业团队获得大赛平台对接的
创业投资、市场开拓、孵化指导、媒体宣传等重要资源和支持，
成功进行了创新创业实践，形成了尊重创新、鼓励创业、奋进积
极实现人生价值的良好氛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已成
为天津市品牌创业赛事之一。

■本报记者岳付玉

今年以来，海外疫情依然严峻，外部形
势仍旧复杂，外贸企业尤其是小微外贸企
业，一时大多还走不出国门。他们没订单，
愁；来了海外订单，也愁，怕有风险。小微
外贸企业的痛点，恰是政策性保险的发力
点。日前，中国信保天津分公司举办了第
二届小微客户服务节，推出一系列基于大
数据云计算的产品和服务。那些正受煎熬
的小微外贸企业据此可随时随地了解海外
买家及其所在行业、国别的风险变化，不出
国门也可信步天下。
“前不久，我们接到阿联酋一客户的一

笔家具板材订单，金额30万美元，对方要
求赊购。”天津宏大地昆贸易公司副总经理
于卓灏说，她第一时间登录中国信保的“信
步天下”，输入该外企名字，“资信红绿灯”

显示为红灯，原因是该企业有二三十年跟中
国企业都没有贸易往来了，中国信保方面给
的建议是“观望”。
“提前风险预警，比事后出险赔偿，更重

要”，于卓灏说，受疫情影响，公司不能面对面
开发客户，几乎一切业务都搬到了线上，风险
随之放大。去年以来，海运费飙升，汇率波动
也不小，导致小微外贸企业利润缩水，如果再
出险，就会雪上加霜。“隔山打牛，我们真的太
需要‘千里眼’和‘顺风耳’了。”

于卓灏口中的“信步天下”，是中国信保苦
心打造的一款功能涵盖海外买家风险状况查
询、行业分析概览、国别风险情况的App。其背
后的大数据，来自于多个国家的海关报关企业
的真实交易数据。目前已囊括几千万家海外企
业，且企业数一直在扩展。信步天下App上，有
海外企业资信红绿灯、资信导航仪、资信报警器
等内容，都是小微外贸企业最在乎的信息。

中国信保天津分公司相关人士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国家多个政府部门连续出台多
项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举措，要求“扩
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条
件。中国信保坚决履行为出口企业保驾护航
的政策性使命。”

记者获悉，近来，中国信保天津分公司还
联合市商务局、市工商联与相关合作银行，开
展普惠项下在线保单融资合作，携手解决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去年，中国信保服务我市企业3712家，
实现承保227亿美元。其中，服务小微外贸企
业2907家，小微企业覆盖率45.7%。“今年内，
我们力争实现数字化‘双九十’目标，即面向
小微企业的线上签单率达90%以上；90%以
上的小微企业能通过移动端，在线使用政策
性保险的信用风险综合管理服务。”中国信保
天津分公司方面表示。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马晓冬）作为中国
融资租赁产业高地，天津东疆打造的融资租
赁商事调解新模式绽放新蕾：日前，天津东
疆租赁法庭受理了一起某融资租赁公司与
薛某某共同申请司法确认一案并出具司法
确认裁定书，该案系因承租人薛某某欠付租
金，某融资租赁公司向“东疆多元化纠纷共
治中心”寻求司法救济。这意味着“东疆多
元化纠纷共治中心”完成了落地首例融资租
赁诉前调解司法确认案件。

5月8日成立的“东疆多元化纠纷共治中
心”，旨在打造集诉讼、仲裁、调解、公证等为一体
的一站式专业法律服务平台，是东疆希望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和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首例案件是滨海新区公信金融调解中心
玉成的。作为首批进驻“共治中心”的法律服
务机构之一，滨海新区公信金融调解中心积极
发挥自身专业调解优势，借助互联网在线远程
调解系统，促成融资租赁纠纷双方调解当日即
签订还款协议，当场全部履行完毕，并向东疆

租赁法庭申请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
制执行力。收案后，东疆租赁法庭第一时间审
查案件证据材料，核定了承租人欠付租金、违
约金数额，确认了逾期利息标准不违反司法保
护上限后，出具了司法确认裁定书。

业内指出，该案是“前端对接+专业调
解+司法确认”全链条一站式专业司法服务
助力融资租赁纠纷多元化解的典型范例。案
件的处理极大节省了双方当事人的时间和经
济成本，切实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

数字“千里眼”助力 识别海外买家风险

小微外贸企业不出国门也能信步天下

实操比赛场景。本报记者王涛摄

东疆打造融资租赁商事调解新模式
多元化纠纷共治中心首例司法确认案件落地

日前，河北区望海楼街望海楼社区与辖区共建单位联合举办“迎建党百年传红色精神”专题展览。现场展示了社区居民的手工编织、剪
纸、沙画、非遗葫芦和“津门于派铜拉子”等作品。 本报记者吴迪摄

本报讯（记者万红）“针对夏季施工中混凝土坍落度塌损过
快的问题，您有什么建议？”日前，来津开展天津市平安工地建设
指导的交通运输部专家小组来到了塘承高速滨海新区段（西中
环快速—津汉高速）工程项目现场。

经过现场调研，专家小组又在项目部进行了咨询交流会议，
规范施工用电管理、提高应急演练水平、提升安全培训质量等问
题都跟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进行了深入探讨，还提出了后续
管理措施意见。

市交通运输委建管处处长韩福前介绍，在工程建设中，我们
将通过专项督查、综合督查等方式，全力做到重点环节全排查、
平安工地建设全覆盖，保障施工建设的安全有序。他告诉记者，
此次专家小组来到的塘承高速滨海新区段是今年我市重点公路
工程建设中两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重点项目之一，另一个项目
是津石高速天津东段。“目前，塘承高速滨海新区段建设还剩三
公里左右，我们正朝着预计年底前实现主体完工、明年全线通车
的目标前进。这条高速通车后，天津港、天津北部地区公路网络
的畅通性和便捷度将大幅提升。津石高速天津东段工程目前进
展也比较顺利，大约完成了工程总量的90%，我们的目标是年
底前实现主线完工，目前正在加速建设。津石高速全线通车后，
将连接雄安新区与天津港南港地区，成为雄安新区又一个便捷
的出海通道。”

为地铁4号线南段开通运营打下基础

民航大学车辆段通过竣工验收

我市大学生创客马拉松大赛启动
13家高校企业成功挂牌天津OTC

非遗视频点赞排名

天津相声获赞1亿次名列第一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日前，国网天津
电力牵头、国网天津电科院具体承担申报
的国际标准提案——《配网带电作业机器
人导则》成功通过IEEE NesCom（电气电
子工程师学会新标准委员会）审查并正式
获批立项，成为天津电力首个牵头立项的
国际标准，标志着该公司科技创新工作取
得新突破。

IEEE NesCom是全球领先的标准制
定组织，其标准制定内容涵盖电力和能源、
通信等诸多领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广泛
影响力。本次立项的国际标准源于“时代
楷模”“改革先锋”张黎明牵头完成的创新
成果，由天津电科院具体支撑，是对带电作
业机器人标准体系的进一步深化。该标准
成功立项将极大提升天津电力在配网带电
作业机器人领域的品牌效应和核心竞争
力，为后续由标准输出带动技术输出、装备
输出，持续扩大产业化规模、提升国际影响
力提供重要支撑。

天津电力牵头国际标准立项

天航开通国内航线达184条

海关查获走私象牙手链

本报讯（记者万红）日前，记者从天津
航空了解到，安全运营12年来，天津航空
充分发挥航空运输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的引
擎作用，全力搭建天津对外开放的“空中桥
梁”。截至目前，天津航空机队规模已达
105架，拥有天津、西安、呼和浩特、乌鲁木
齐、重庆、贵阳、海口、大连八大航空基地，
2021年累计开通184条国内航线，国内通
航城市88座，不断提高天津及周边区域的
航空通达性。

近年来，天津航空深耕差异化民航市
场，2020年全年天津航空共执行航班6.56
万班，运送旅客超770万人次，实现总周转
量约8.6亿吨公里。截至2021年4月，天
津航空已累计安全飞行超222万小时，累
计运送旅客超1.13亿人次。同时，2020年
至今，天津航空还成功保障人体器官运输
14次，成功处置身体不适、意外受伤、机上
急救等伤情事件159起，为挽救生命搭建
起了空中桥梁。

天大举办设计年展
本报讯（记者 姜凝）可以个性化定制

化设计的防护口罩、能指导新生儿父母科
学照顾婴儿的“兔宝宝机器人”、为医生“省
力”的手术机器人主操作台……这些天，天
津大学郑东图书馆成为让人大饱眼福的
“打卡地”，天津大学第七届设计年展正在
这里举行，由该校师生原创的数百件前沿
工业设计作品饱含科技元素和工业之美，
带着参观者“走进充满科技智慧和创意的
未来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