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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18时至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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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
时至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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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至6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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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至6月2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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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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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学法减分”上线首日

我市3440人次成功减分

打造全球生物制造产业技术创新高地

一批重点项目“扎堆”生物制造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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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宋德松）6月23日，天津网上学习教育减免交
通违法记分改革措施（以下简称“学法减分”）在津正式实施。“学
法减分”上线首日吸引了我市众多驾驶人尝鲜。记者从公安交
管部门了解到，截至23日17时，全市共有3440人次考试合格
并成功减分。
“我今天一早就登录交管12123进行了学习考试。很方

便，真是惠民便民的好政策。”孙先生成为了“学法减分”上线
后首位成功减分的驾驶人。据了解，孙先生于23日0时0分
28秒提交申请，通过30分钟的网上学习以及考试合格后，他
的驾驶证记分分值减免了1分。

据了解，“学法减分”上线首日，不少驾驶人和孙先生一样享
受到了政策的福利。据公安交管部门统计，截至23日17时，全
市共有14306人次驾驶人提交申请，其中，通过网上学习、考试
合格，成功减分的有3440人次。

■本报记者陈璠摄影王涛

昨天上午9时刚过，随着数台打桩机
齐声轰鸣，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中国（天
津）生物制造谷（简称“生物制造谷”）迎来
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入驻），涉及生物
制造、医疗器械、食品加工、生物医药等多
个领域。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此次共有新开工
项目5个、新入驻项目8个，总投资达90亿
元，多个项目与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
研究所开展深度合作。

根据生物制造谷的规划思路和定位，
将充分发挥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
所和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的引领带
动作用，聚焦攻关提升生物制造前沿核心
技术能力，构建“四大基础产业突破，三大
核心产业爆发”的自主创新产业体系，形成
生物制造“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应
用—反哺创新”的融通发展格局，为滨海新
区建设世界一流产业创新中心、天津打造
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提供有力支撑，助
力天津成为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聚高地和
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创新源头。
“生物制造谷将构筑生物制造‘四基三

链’产业体系，重点强化新型酶制剂、生物
制造装备、健康糖和医药中间体四大基础
产业，壮大生物医药制造、生物农业与食品
制造、生物基材料制造三大核心应用产业
链，构建全链条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天

津港保税区科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集中开工（入驻）项目之一的生物制

造产业园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多台挖掘机、
工程车已进场施工。该项目规划总建筑面
积11.5万平方米，将以前沿生物制造技术、
生物医药技术、创新药、生命工业为核心发
展特色，打造产业空间功能完善、产业配套
体系完备、产业生态链条完整的国际知名专

业型园区。
此次重点项目呈现出整体规模大、核心

技术高、产业领域广、运营模式新的特点。其
中，北合科技大豆蛋白深加工项目，规划总建
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建设18万吨浓缩蛋
白生产线。项目采用食品工业的高新技术，
实现食品中营养成分和功能特性的优化重
组，产品具有蛋白含量高、氨基酸含量均衡、

消化吸收率高等优势，是鱼粉等动物蛋白的
有效替代品。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
的大豆蛋白生产线，预计年产大豆浓缩蛋白
18万吨、糖蜜7万吨。

中科复星天津生物产业基地项目，规划
总建筑面积5.56万平方米，通过“基金投资+
生物医药产业园+项目孵化”的模式，将海内
外优质的生物制造及生物医药项目、人才与
技术引入保税区，目前由复星海河医疗健康
产业基金投资引入的以色列溶脂针项目（星
魅生物）已落户空港经济区。

天津港保税区科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生物制造谷有三方面战略定位。一是天津市
新动能引育示范区，围绕生物制造重点环节
实施建链补链强链行动，导入一批带动能力
强的重点项目，培育一批科技含量高的创新
型企业，充分释放生物制造的产业赋能效应，
打造成为引领天津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动能培
育的增长极。二是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聚高
地，瞄准生物制造产业附加值高、应用范围广
的爆发性新赛道，强化全国生物制造技术、人
才、资本等创新资源链接、整合、集聚，加强重
点区域全方位创新合作，实现标准、品牌输
出，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生物制造产业集
群。三是全球领先的生物技术创新源头，依
托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大力推进绿
色合成生物、新型生物发酵等核心技术攻关，
形成一批前沿自主创新产品，积极开展国际
合作技术攻关、产能合作，打造全球生物制造
产业的技术创新高地。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上午，由天津
港集团创新研发、生产制造的首台人工智能
运输机器人（ART）正式下线。在下线现场，
这台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按照预设路径进
行一次简短的“身手”展示，前行、左转、倒
车、侧方平移，在北斗导航系统指引下，只见
它运转灵活，定位精准，全程完全不需人工
干预。
“ART可以说是目前无人集卡的升级

版，你看，它是没有车头的，外形看上去就
像是传统集装箱卡车的拖板，不过，它可是
智慧满满，不仅是为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生
产开发的全天候运输新产品，还可为全球
传统集装箱码头改造升级为自动化、智能

化码头提供全新的技术解决方案，标志着
天津港集团在港口智能设备的创新研发、
生产制造领域又迈出了关键一步。”天津金
岸重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曲明说，刚刚下线
的ART便是由天津港集团旗下的这家企
业自主研发制造的。

曲明告诉记者，ART设备载重65吨，
最高速度每小时35千米，可装载20尺、双
20尺、40尺、45尺标准集装箱，纯电动，更
加轻量、安全、智能。“比如，由于是平板结
构，ART可以精准地前后两个方向行驶，而
且采用了4轴8轮底盘系统，8个轮子每个
都有驱动、都能转向，加上总重仅23吨，这
样一来转弯半径可缩小到9米左右，操作灵

活，控制也更精准。”他说，“再比如，设备使用
了单机智能驾驶系统，就好比每台ART都有
一个智慧的‘大脑’，一方面可按照总调度指
令，去什么地方、怎么走、提取哪个箱子都能精
确完成；另一方面，还可依托单机智能与总调
度相结合，根据现场情况自行‘智慧驾驶’，控
制油门、刹车、转向等。更重要的是，设备配备
了智能可视化管理系统，采用了激光、视觉、毫
米波、机械防撞四重安全防护，为码头作业安
全提供了可靠保障。”

上午刚刚下线，昨天下午首批人工智能
运输机器人便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天津港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在这个新一代智能集
装箱码头开始了测试。 天津港集团供图

津港智造助力智慧港口建设

天津港研制首台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下线测试

高考本周放榜

“津心办”能第一时间查分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今年高考成绩公布在即，昨日，记者

从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获悉，我市政务服务移动端
“津心办”将继续为全市高考考生及家长做好服务，联合市教委、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推出高考成绩查询功能，让广大高考生和家
长第一时间获知高考成绩。

据介绍，高考成绩查询功能将在“津心办”App、“津心办”
支付宝小程序、微信小程序三端上线。市民用身份信息登录
后，点击“高考成绩查询”专区，或通过主题划分找到“文旅科
教”类别，或在首页直接搜索“高考成绩查询”，均可找到服务功
能入口。再输入考生号、考生身份证号并完成安全验证，即可
进行查询。此外，“津心办”还将根据我市时间安排，上线中考
成绩查询服务。

除了成绩查询功能，今年我市中、高考，大数据一直在护
航。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在高考期间协助我市教育
招生考试部门，提前监测高考报名考生考前第14天、第7天，考
前连续3天以及考试当天的天津“健康码”信息，中考期间又为
我市教育部门核查考生健康码码色数据达50万人次，确保考试
顺利进行。

符合《办法》规定的规模连锁食品经营企业

新开直营连锁门店可“先证后核”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食品经

营企业品牌化、连锁化和规模化发展，市市场监管委日前印发
《天津市连锁企业食品经营许可“先证后核”信用承诺审批实施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所称的食品经营许可“先证后核”信用承诺审批，是

指符合《办法》规定的规模连锁食品经营企业，总部通过市市场
监管委评审后，其新开办的直营连锁门店申请食品经营许可，提
交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并作出书面承诺的，市场监管
部门可先行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将许可审查中的现场核查环
节调整至发证后30个工作日内实施。

规模连锁食品经营企业（以下简称连锁企业），是指在我市
范围内具有同一企业总部（含区域性总部），使用统一字号，实行
统一采购配送食品、统一规范经营管理，并在我市范围内已开设
10家及以上直营连锁门店（至少1家门店开业6个月以上），且
各门店经营项目、设备设施布局和操作流程相同或相近的企业
（不包括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单位食堂）。食品经营
许可“先证后核”只适用于直营连锁门店。

连锁企业直营连锁门店因不遵守信用承诺被依法撤销食品经
营许可的，3年内该连锁企业新开办的直营连锁门店不再适用食品
经营许可“先证后核”信用承诺审批方式。《办法》7月1日起施行。

教育部确定“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

我市两区入选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近日，教育部遴选确定首批23个

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典型案例单位，我市河西区、和平区成功
入选。

据了解，河西区建立了集思政教育、素质拓展、社会实践、自
主阅读等活动于一体的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共20类200余门课
程。学生通过菜单式、体验式、App等多种形式选课。精选优
秀的课后服务课程案例，录制成微课，形成“服务课程群”，面向
全区学校实现资源共享。与结对高校开展多领域合作交流，共
建学生服务实践基地。

和平区共有20所小学，均全面开展了课后服务，学生参
与率达到90%，2383名教师直接参与课后服务工作。该区利
用区域资源为教师提供菜单式服务专项培训，提高教师育人
水平。课后服务采取学生走班、教师走班、活动走班等形式，
在辅导作业之外，倡导对个别学习有困难学生给予辅导帮助，
开展生活应用、动手实践、生命安全、信息技术等15大类200
余种活动。

大学生文化创意创新
创业大赛落幕

本报讯（记者 姜凝）近日，由市教委、
团市委、津南区政府主办的“聚文创力量
庆建党百年”2021年大学生文化创意创新
创业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本届大赛共吸引了全国12个省份、50
多所高校、800多个团队参赛，参赛项目涵盖
动漫制作、文创礼品、设计服务、非遗文化、艺
术科技等多个领域，展示了各地学生创新创
业项目的丰富面貌。经过初赛、复赛两轮评
审，12支队伍进入决赛，角逐冠亚季军。经
过项目路演、评委提问等环节，最终南开大
学“拾光岛”项目获得冠军、“南有嘉鱼——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传统文化深度研学”项
目获得亚军、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
“天津四大神兽文创产品”项目获得季军。

“关爱社工行动”
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韩雯）近年来，在残障康
复、妇女家庭、儿童福利、养老服务等领域，处
处活跃着社会工作者的身影，特别是新冠肺
炎疫情的发生，一个又一个社工逆行出征，
不辞辛劳敲百家门、听百家言、暖百家心，他
们用“助人自助”的理念传递着社会福利的
热与温。那么，该拿什么回馈那一颗颗滚烫
的爱心？昨日，“情暖社工传爱心汇聚诚信
正能量”——企业“关爱社工行动”活动启
动，从医食住行等多个方面，广大社工可以
享受到“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实惠。

据介绍，此次活动联合十余家企业，为
全市社会工作者提供汽车购买维修、子女教
育关爱、餐饮服务、医疗医药、家庭装修、网
络通信、金融服务、酒店住宿等优惠服务。

环渤海津鲁冀辽渔政
建立执法协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日前，地处环渤

海地区的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山
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河北省渔政
执法总队、辽宁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共
同举行执法协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据了解，备忘录明确了环渤海一市三省
渔政部门在信息通报、执法协作、联席会议
以及联系联络等方面的合作方式和路径。
根据备忘录，今后津鲁冀辽渔政部门将全面
加强渔业执法协作，建立健全省（市）际执法
协作长效机制，及时协调处置省（市）际渔业
执法案件和突发事件，有效遏制和严厉打击
渤海渔业违法违规行为，维护环渤海渔区和
谐稳定，保护恢复渤海渔业资源。

本报讯（记者万红通讯员陈方倩胡晓红）
昨天，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天津滨海机
场有限公司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瞄准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物流
中心功能定位，充分发挥天津空港、海港功能优

势，促进形成联动发展效应，推动构建新发展格
局，服务天津“双城”“双中心”城市建设。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落实我市“一基地
三区”功能定位，不断增强服务“双循环”“双
城”“双中心”功能，全力打造布局合理、系统

完善、服务高效、港城融合发展的世界一流的
智慧港口、绿色港口，着力打造京津冀世界级
机场群物流发展高地、全球航空物流重要节
点和航空物流供应链管理中心。“比如，天津
滨海机场将与天津港集团强化海港空港合
作，提升服务国家战略能力；加强物流业务联
动，推动航运枢纽、航空货运枢纽建设；加强
客运业务合作，共同提升服务水平。”天津滨
海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外，我们也将共
享改革创新经验，加强技术创新和人员交流
培训，深化全方位合作。”

天津滨海机场与天津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推进天津海空两港联动发展

6月小客车增量指标
申请资格审核结果公布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委了解到，本月小客车增量指标申
请资格审核结果公布，730900个增量指标
申请编码中共有718920个申请编码通过
资格审核，综合通过率为98.36%。通过审
核的个人申请编码为706909个，通过率
为98.56%；通过审核的单位申请编码为
12011个，通过率为87.89%。目前，申请
人已可通过天津市小客车调控管理信息系
统网站或服务窗口查询审核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