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国家会展中心首展

经市国资委批准，首期50亿元资金现已完成认缴
基金将利用专业化方式，丰富高质量发展“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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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18时至6月20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我市国资国企改革发展增添新动力

200亿元国资高质量发展基金成立 加强监管酒店客房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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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6月19日18
时至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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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18时至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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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例（中国籍
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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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轻型1例、普通型10例）。

6月19日18时至6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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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例（境外输入234例），
尚在医学观察16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91例、转
为确诊病例32例。

截至6月2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3274人，尚有31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召开在即，
为加强会展期间酒店客房市场价格监管，维护线上市场价格秩
序，保障首展顺利举办，日前，市市场监管委组织召开酒店价格
监管政策提醒告诫会。

会议讲解了相关价格法律法规政策，下发了提醒告诫函，告
诫相关平台经营者，一是落实明码标价等各项要求，禁止出现价
格欺诈、相互串通、哄抬价格等各类价格违法行为；二是诚信规
范经营，不要出现指导、建议酒店提高客房价格等涉嫌推动价格
过高、过快上涨等行为；三是尊重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和自主
定价权，不要出现限制酒店下线房型、下调客房价格等行为。携
程、美团、飞猪、途牛、途家等大型线上客房销售平台参加提醒告
诫会。各参会企业表示，将切实落实好价格法律法规各项规定
和市政府价格管控工作要求，明确平台权限边界，依法开展经营
活动，维护线上酒店客房市场价格秩序。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为
做好国家会展中心首展期间出租汽车运营服务保障，全面提升
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服务水平，市道路运输局出台了十项服务措
施，全力保障首展顺利举办。

措施要求，坚持做到运营期间驾驶员佩戴口罩，车辆通风、
消毒等。积极主动接种疫苗，做到“非绝对禁忌症必接种”和“凡
运营必接种”，保持国家和我市当前疫情防控的良好态势；对
2020年以来信用积分考核为0分的驾驶员分批次开展停运集
中培训，经培训考试合格后上岗运营，并恢复初始基准分值；对
全体一星、二星出租车驾驶员开展面对面约谈教育，对此类驾驶
员通过远程抽查等信息化手段重点监管；对首展期间涉及出租
汽车运营服务的各类建议和投诉举报线索，第一时间核查，对违
法违规行为实施上限处罚并公开曝光；严厉查处网约车平台违
规派单行为。对市场巡查检查发现的无证网约车实行“一案双
罚”，净化客运市场秩序。

出租汽车十项服务措施出台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与前两日高考
的“清爽”相比，中考天气就显得更加炎
热。上周末，气温一路攀升，津城再次开启
“烧烤”模式。不过本周，降雨重来，气温也
将明显回落。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21日到
22日，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特别是21
日，风力较大，有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不过最高气温将回落至32℃左右。22日
夜间到23日，多云间阴，我市北部地区局
地可能出现对流天气过程，最高气温仍将
保持在30℃到31℃。24日到25日，阴有
雷阵雨，这两天，气温将再次小幅下探，最
高气温预计降至29℃到30℃。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天津滨海新区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再添新引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全球最大的玻尿酸生产企
业华熙生物的天津厂区正式投产。该厂区生物活性材料总产能
规划达1000吨，其中透明质酸（即玻尿酸）原料产能660吨，产
能化规模稳居世界前列。

华熙生物是被天津政府引导基金——海河产业基金引导入
津的。自2019年启动建设，在多方的协同努力下，克服新冠疫
情的不利因素，经过650余天的艰苦奋战，这座占地47万平方
米，严格按照工业4.0标准规划建设的现代化工厂崛起于经开
区南港工业区。

医疗大健康产业是天津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已形
成集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药研发外包服务、食品饮料四大板
块于一体的产业集群。截至2020年，累计注册医药大健康企业
约800余家，当年实现产值超500亿元。

最大玻尿酸生产企业在津投产

■本报记者岳付玉

你听说过大爷大妈不种地、只玩乐器
的农村吗？在天津，就有这样一个让人“羡
慕嫉妒”的村子。

天津静海区的四党口中村，很多人也
许没听过它的名字，但在全球管乐器采购
商那里却大名鼎鼎：村里2200多人，有
80%的村民从事萨克斯等乐器的生产销
售，全世界一半以上的萨克斯都产自这里，
是个名副其实的“萨克斯村”。

同时，这里还是一个几乎家家都有
网店的村子——承包了全国7成以上的
萨克斯产量，其中电商占总产值的40%。
在附近快递员眼中，这个村是“大户”，他
们每天都要来村里，把一车车的萨克斯
往外运。

和一眼望去都是农田的普通村庄不一
样，一走进四党口中村，就可以看到道路两

旁一排排颇具规模的乐器厂。村中心有一条
集市，遍布着饭店、超市、服装店、快递点，热
闹得不输城镇。

四党口中村党总支书记黄金鹏透露，去
年四党口中村乐器销售额达到3亿元，其中
仅淘宝就超过7000万元。粗略估计，村里有
四五百家淘宝店，并带动全镇电商发展，网络
销售、快递等从业人员达6000余人。
“我们村常住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地

人，东北人最多，其次四川、山西、贵州……五
湖四海的人来到这里，有的甚至买房安了
家。“黄金鹏说。

现在村里开网店的大多是“80后”、“90
后”，不少人子承父业，回家继承萨克斯生
意。黄金鹏介绍，上世纪80年代，全国掀起
中外合资风潮，依托天津乐器产业，四党口
中村也有了合资乐器厂。做萨克斯利润高，
学会技术之后，乐器厂里的工人、会计，甚至
司机都出去开工厂。

“不同的是，上一代创业者，需要经外
贸公司介绍才能出口海外，而年轻一代则
通过电商平台直接卖给国外采购商，省去
了中间差价，并拓宽了国内市场。尤其在
新冠疫情后，国内市场成为重要转型点。”
黄金鹏说。

村里订单多了，生产工人随之紧俏起来。
黑龙江人丁占军来到四党口中村后，10

年工资翻了20倍。“现在1个月平平常常1万
多元，干得好的能有2万元。”他透露，每到
6·18、双11等大促旺季，给萨克斯做抛光的
工人月薪2万元仍然紧缺。

有意思的是，村里虽然人人忙着做萨克
斯生意，会吹的人却寥寥无几。退休的中老
年人反而成了最有闲情演奏的人。大爷大妈
不种地，吹萨克斯、玩直播却玩得溜儿，还自
发组了一支中老年交响乐队。

盘活特色产业，通过电商拓宽市场，四党
口中村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

本报讯（记者陈璠）日前，天津师范大
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研究团队在七里海湿
地野外观鸟过程中，发现一只与众不同的
特殊鸟类个体。其喙部整体黑色而端部黄
色，足橘红色，体色基本全为白色，经过专
业辨识，是一只白化斑嘴鸭，这在野外实属
罕见，也是我市首次在野外观察到白化野
生动物。

天津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天津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赵大鹏教授告诉记
者：“白化动物是指体色不同于同种其他
个体、体色异常呈白色的个体。一般野
生斑嘴鸭多呈棕褐色。白化现象在鸟类
物种中并不常见。在正常动物体内，参
与构成动物体蛋白质的苯丙氨酸，经酶
催化，最后合成黑色素；对于白化动物，
可能是基因突变等因素，体内由于缺少
酪氨酸酶，从而不能合成黑色素，进而形
成白化现象。此次发现白化野生斑嘴
鸭，对于天津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研究具
有积极价值，关于斑嘴鸭白化原因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研究。”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今年以来，人民
银行天津分行大力推动再贴现业务，
1—5月累计投放资金达101.87亿元，同比
增长15.61%，较上年达到百亿元提前近一
个月,资金活水切实支持了我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

人行天津分行方面表示，今年以来，按
照人民银行总行部署，紧紧围绕金融支持
稳企业保就业中心任务，坚持把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放在首要位置，助力小微企业解
决融资需求，加大再贴现额度使用效率。

记者获悉，人行天津分行通过加强窗口
指导，推动我市法人机构积极开办再贴现，
同时优化再贴现支持对象，优先支持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以及中小股份制银行。在资金
投向上——

调整信贷结构，将更多资金投向小微企
业和民营企业等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前5个
月，累计投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资金分别
为88.76亿元、95.92亿元，占比较上年同期
分别提高1.4个百分点和2.03个百分点。

引导金融机构降低贴现利率，将再贴

现政策红利传达至企业。明确金融机构办
理再贴现票据的贴现利率不高于同期同档
次加权平均利率。5月份，累计办理再贴
现的票据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为 2.71%，环
比降低17个百分点，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
融资成本。

打破区域限制，进一步支持京津冀协同
发展。前5个月，累计向北京和河北企业投
放再贴现资金达2.6亿元，主要支持两地批
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等领域企业。

2021年天津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昨天落幕。今年的中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
行，9.9万名考生在全市16个考区、133个考点、3300余个考场顺利完成考试。图为考生们结束最
后一门考试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谷岳摄

我市前5月再贴现资金投放超百亿元
更多资金投向小微民营企业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通讯员 史伯
文 韩颖达）为贯彻落实天津市“十四五”
规划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经市国资委批准，总规模
达200亿元的天津国资高质量发展基金日
前成立，首期50亿元资金现已完成认缴。

天津国资高质量发展基金立足于以
融促产、动能转换、优化布局，按照资金汇
聚、专业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
通过市场化筹集方式引导地方国企与金

融机构深度合作，贯彻综合金融服务新发
展理念，构建国有经济新发展格局，提升
天津市属国企核心竞争力，在资本和产业
融合的共同驱动下促进天津国企高质量

发展，坚定不移把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
“此次天津国资高质量发展基金的设立，是
天津国资与金融机构同频共振、同兴共荣的
理念贯彻，该基金将利用专业化方式，丰富

天津国资系统高质量发展‘工具箱’，同时这
也向市场释放强烈积极信号，将大大提振公
开市场对天津市属国企的信心。”市国资委
党委委员、副主任张蕾表示，“基金将紧密围
绕市政府整体战略规划及全市经济转型需
要，大力支持天津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持续
为企业注入新血液。”

据了解，今年一季度，全市国企经济运
行保持了积极向上的良好态势、结构升级扎
实推进。

全国7成萨克斯都出自天津这个村——

这里的蓝领工人月薪2万元仍紧缺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天津上市国企
泰达股份近来好消息不断。日前，其与呼
和浩特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
呼和浩特市循环经济产业园、城市垃圾分
类、生物质（农林）热电联产等多个项目达
成合作意向。泰达股份的环保版图由此再
次扩容。

今年以来，泰达股份的环保产业多点
开花，年初以绝对优势中标湖南洞口垃圾
焚烧发电项目，实现了辽、冀、津、鲁、苏、
皖、黔、湘的S形战略布局。此次与呼和浩
特市政府签约，意味着泰达股份所属泰达
环保的“西进战略”成功落地，业务发展又
多了一个重要支点和强劲引擎，对其最终
实现全国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记者韩雯）警惕962899这个
电话号码！从我市民政部门获悉，连日来，
有不少市民拨打电话求证，“是否市政府专
门为老年人成立了一个便民机构”，对此，
民政部门发声“打假”，提醒老年人切勿被
虚假广告忽悠了。

近期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有网民传播
这样的图片，上面写着“天津市政府请您把这
个电话号962899收藏好，这个叫幸福宛，是
市政府专门为60岁以上老人提供的方便电
话，一旦家里出现水、电、管道、电视、热水器、
煤气等故障，打这个电话在很短时间内到家

为您维修，不收上门费，只收换件费，不换件
不收费，包括理发都上门服务。这是市政府
专门为老年人服务成立的便民机构，他们上
门服务时身穿幸福宛的服装。”

经过核实，相关信息为谣言，我市从
未成立过所谓“幸福宛”的为老服务机
构。据介绍，类似谣言信息也曾在其他地
区传播。请广大网民勿信勿传，共同抵制
网络谣言。若遇到打着市政府旗号的上门
服务人员，一定要谨慎对待，千万别盲目
相信。

962899是助老热线？假的！
老年人切勿被虚假广告忽悠

昨天，我市首家爱心咖啡驿站落户和平区南市街，该驿站依
托银行机构，设置有咖啡体验区和爱心专区，能为环卫工人、社
区义工、执勤民警等社会服务人员提供休息场地，同时也能免费
享用咖啡。此外，适龄的残障人士可在此接受免费培训。

本报记者吴迪摄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近年来，东疆保
税港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先后
推出“信易+融资服务”“信易游”“信易阅”
等一系列以信用为基础的便民惠企创新应
用，营造“守信受益、信用有价”的氛围。自
去年6月至今，已陆续帮助远东宏信（天
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河钢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易通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等守
信企业获得总计10亿元的授信。

通过“信易+融资服务”，东疆银企对
接平台为最新年度纳税A级纳税人和海
关AEO高级认证企业提供一对一专项融
资服务，召集业务对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参
与诚信企业融资对接会，提升诚信企业融
资效率。东疆保税港区通过推出系列实用
性激励政策，褒奖先进人物，营造人人守信
重诺的良好氛围。

此外，东疆还在瞰海轩社区图书室推
出“信易阅”，五个社区内的道德模范、天津
好人等守信人群，无需办理借书卡或缴纳
借书押金。

东疆守信企业
获授信10亿元

一周天气

本周降雨重来
结束“烧烤”模式

我市首次发现
白化野生动物

泰达股份牵手呼和浩特
环保版图又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