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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降低市民公共交通出行成本

关注高考

明起公交地铁联程乘坐有优惠

我市普通高考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 26 日开始填报普通本科志愿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63分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2021 年是我市高考改革的
巩固之年，
继续实行
“两依据、一参考”
的招
生录取模式，高考总成绩由普通高考和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构成。根据教
育部有关规定，市招生委员会原则上按照
招生计划数的 100%划定我市普通本科
（含提前本科批次 A、B 阶段，普通本科批
次 A、B 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2021 年
我市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463 分。
高考总成绩（含政策加分）在普通本科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
可以在规定
时间内填报普通本科及以上批次高校志愿。
具体为：
6 月 26 日 9 时至 6 月 28 日 12 时，
考

生填报提前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高校志
愿。6月26日9时至6月30日17时，
考生填
报普通本科批次（含A、
B阶段）高校志愿。
按照国家规定，
招生高校在高考成绩达
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中，
根据本校
招生计划和生源情况，
自主确定调阅考生档
案的比例，
并依据考生志愿、
考试成绩，
参考
综合素质评价及德智体美劳全面考核情况，
择优录取。因此，
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填报志
愿的分数范围，不是高校录取分数线，
达到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
未必一定被录取。
根据招生计划和考生成绩情况，建议
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控制线上一定分数范
围的考生（线上 45 分以上），积极报考提前

本科和本科批次 A 阶段高校。根据我市
相关规定，按照高考总成绩全市前 30%的
比例划定高校高水平艺术团等特殊类型资
格考生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为 579 分，该
线上考生如已通过有关高校考核合格且经
公示无异议，可填报相应志愿；
军队等院校
的报考分数要求按照该参考线执行。
今年，我市继续实行“院校专业组”的
投档方式，考生的等级性考试科目要符合
拟填报院校专业组的科目要求。以“院校
专业组”
为投档单位，
相比较于以
“院校”
为
投档单位，招生位次的波动性或有所增加，
因此，考生对于心仪的院校，
要尽量填报同
一院校多个符合条件的专业组，以增加被

我市普通高考艺术类体育类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确定

艺术类（不含戏剧与影视学类）：324 分
艺术类（戏剧与影视学类）：463 分 体育类：446 分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我市 2021 年普通高考艺术
类、体育类本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确
定。艺术类（不含戏剧与影视学类）：324
分；艺术类（戏剧与影视学类）：463 分；体
育类：
446 分。
艺术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是根据
教育部有关规定，依据普通高校本科批次
录取控制分数线的一定比例，结合本年度
艺术类生源和计划安排情况确定的。其
中，经教育部批准的艺术类本科自划线高
校，可自行划定本校艺术类本科专业分数

线和文化考试录取控制分数线；戏剧与影
视学类本科批次不低于我市普通本科批
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体育类本科录取控
制分数线是根据体育专业考试合格考生
的文化考试成绩和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
例确定的。
高考成绩（含政策加分）在艺术类、
体育
类本科批次相应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
可以在6月26日9时至6月28日12时前，
分
别填报艺术类、
体育类本科批次高校志愿。
我市艺术类、体育类本科院校录取工
作将于 7 月初陆续开始。艺术类本科录取

按照校考阶段自划线院校、非自划线院校
和统考阶段的顺序依次进行。艺术类本科
批统考阶段实行平行志愿，计算机投档系
统根据院校提交的投档比例，将高考文化
总分（含政策加分）达到我市艺术类文化最
低录取控制分数线且艺术类专业市级统考
成绩合格的考生进行排序，其中，
美术与设
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按照综合分排序，舞蹈学类及体育舞
蹈专业按照市级统考专业成绩排序，投档
后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艺术类招生章程中
的录取规则实施录取并安排专业。

天津融媒体高考招生咨询大型直播今起推出
本报讯（记者 姜凝）2021 年我市普通
高校招生考生填报本科批次及以上院校志
愿工作将于 6 月 26 日至 30 日进行。为更
好地服务广大考生和家长，海河传媒中心
携手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推出 2021 天津融
媒体高考招生咨询大型直播。
6月25日至28日每天18:30—19:00在
天视科教频道，
天津各高校招生负责人对考生
和家长普遍关心的共性问题给予解答。

6 月 25 日至 28 日每天 19:00—21:00
在天津新闻广播（FM97.2 兆赫 AM909 千
赫）、津云教育频道，市高招办、警备区招生
办、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 29 家相关部门
和高校招生负责人将来到节目现场，为考
生及家长答疑解惑。
节 目 进 行 过 程 中 ，考 生 和 家 长 可 于
19：00—21:00 拨 打 直 播 间 热 线 02223530909，向现场嘉宾咨询；也可下载津

云客户端，在订阅栏中添加教育频道，在教
育频道的网络直播界面留言，工作人员会
把问题转给嘉宾回答；还可以关注微信公
众号
“天津广播”
，了解活动更多详细内容。
节目时间及嘉宾安排如下：
6月25日：
19:00—20:00市高招办、
中国
消防救援学院、
天津大学、
天津农学院；
20:00—
21:00警备区招生办、
河北工业大学、
天津外
国语大学、
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该院校录取的机会。另外，考生通过平行志
愿投档至报考院校，但不符合所报各专业的
录取要求时，如考生服从专业调剂，
可在专业
组内进行调剂；
如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将会
被退档，只能参加征询志愿或下一批次的录
取。因此，建议考生也要根据自身实际，积极
选择
“专业服从调剂”。
2021年高考科目平均分为：
语文105.9分
（去年105.25分）；
数学100.62分（去年110.78
分）；
外语 99.38 分（去年 97.88 分）。六门等级
性考试科目实行等级赋分，
赋分后的平均分每
年相对固定，
均在 72 分左右。2021 年高考总
成绩分数段统计情况（含政策加分）详见招考
资讯网（http://www.zhaokao.net/）。

体育类本科与艺术类本科的录取工作同
时进行，
并实行平行志愿。计算机投档系统根
据高校提交的投档比例，
对高考文化总分（含政
策加分）达到我市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
且体育类专业成绩合格的考生，
按照综合分进
行排序，
投档后由招生高校依据本校体育类招
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实施录取并安排专业。
凡兼报非艺术类、体育类普通本科高校
的考生，如未被艺术类、体育类本科高校录
取，可参加除提前本科批次 A、B 阶段以外的
其他普通高校的录取；
已被艺术类、体育类本
科高校录取的考生，其他高校不再录取。
综合分折算方法、
美术与设计学类综合分
分数段情况（含政策加分）、
戏剧与影视学类综合
分分数段情况（含政策加分）、
舞蹈学类综合分
（市级统考专业成绩）分数段情况、
体育舞蹈专业
综合分（市级统考专业成绩）分数段情况、
播音与
主持专业综合分分数段情况（含政策加分）、
体育
类综合分分数段情况（含政策加分）详见招考资
讯网（http://www.zhaokao.net/）。

6 月 26 日：19:00—20:00 南开大学、南
京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
院；20:00—21:00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工业
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6 月 27 日 ：19:00—20:00 天津财经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财经
大学珠江学院；20:00—21:00 天津医科大
学、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天津传媒学
院、天津天狮学院；
6 月 28 日：19:00—20:00 天津中医药
大 学 、北 科 大 天 津 学 院 、天 津 仁 爱 学 院 ；
20:00—21:00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城建大
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种下

飞天

本报讯 截至2021年6月24日，
我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
信访举报件 13037 件。其中：滨海新区 2316
件、和平区 383 件、河东区 771 件、河西区 738
件、南开区 865 件、河北区 599 件、红桥区 318
件、东丽区 658 件、西青区 791 件、津南区 844
件、北辰区 935 件、武清区 787 件、宝坻区 864
件、宁河区 589 件、静海区 879 件、蓟州区 648
件、
海河教育园区36件，
市水务局5件、
市城市
管理委6件、
市交通运输委2件、
市国资委1件、
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
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
《今晚
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
北方网、
天津市政务网
和各区政府网站。

种子
日前，神舟十二号
载人飞船发射成功，中
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
空间站，极大振奋了少
年儿童的民族自豪
感。天津市少年儿童
活动中心模型班教师
组织学员以神州十二
号载人飞船和空间站
模型为切入点讲解航
空航天知识，在少年儿
童 心 中 种 下 一 颗“飞
天”种子。
本报记者 王倩
通讯员 王晓羽 摄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
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每天 8：
00—18：
00
专门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明确三方面重点任务 配套多项政策支持

我市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城市更新有了实施方案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
以及市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
进一
步推进我市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
城市更新工作，
日前，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天
津市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城市更
新实施方案》
（简称
“《方案》”
）。
《方案》提出了三方面重点任务，
并在规
划、
土地、
金融、
审批等关键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一是老旧房屋改造提升。针对城市建
成区范围内没有独用卫生间或厨房的非成
套住房，以及经鉴定确定的危险房屋，
在保
护历史文化和城市风貌的前提下，
进行成套
化改造，
完善功能设施，
改善人居环境。
“十四
五”
期间，
中心城区力争基本完成保护类老
旧房屋改造提升，全面启动改建类、重建类
老旧房屋改造提升，
其他区参照执行。
老旧房屋改造提升分为保护、改建、重
建三种方式。其中，
保护类，
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
《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条

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确定的保护性建筑，
从保护
城市空间肌理角度，
积极开展整修，
改善居住条
件，
留住城市历史记忆。
改建类。针对建筑结构具有保留价值的
非保护性建筑，
通过调整房屋内部空间布局或
外部扩建，
增加独用厨卫设施实现成套化，
并可
扩大公共空间，
提升建筑舒适性，
保护城市肌理
和建筑风貌。
重建类。针对建筑结构差、
安全标准低等
不具有保留价值的非保护性建筑拆除重建，
通
过适当提高开发建设强度、
增加居住建筑面积
实现成套化，
或者通过对原住户重新安置彻底
改善居住条件。
二是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针对全市城镇
范围内建成年代较早、
失养失修失管、
市政配套
设施不完善和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
居民改造
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实施改
造，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到
“十四五”
期末，
力争
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任务。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内容包括基础类、
完善

类、
提升类三类。其中，
基础类，
为满足居民安
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
主要包括市政
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
面、
外墙、
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改造提升市
政配套基础设施包括改造提升小区内部及与
小区联系的供水、
排水、
供电、
弱电、
道路、
供气、
供热、
消防、
安防、
生活垃圾分类、
移动通信等基
础设施和光纤入户、
架空线规整（入地）等，
以及
对房屋抗震加固设施（外檐圈梁、
构造柱、
拉杆
等）进行维修、
恢复或补强。
完善类。为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
善型生活需求的内容，
主要包括环境及配套设
施改造建设、
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
有条件的楼
栋加装电梯等。改造建设环境及配套设施包
括拆除违法建设，
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
照明等
环境，
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设施、
无障碍
设施、停车库（场）、电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设
施、
智能快件箱、
文化休闲设施、
体育健身设施、
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
提升类。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
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
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积极推进

的内容，
主要包括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其
智慧化改造，
具体为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社
区综合服务设施、
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施、
幼儿园等教育设施、
周界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
以及养老、
托育、
助餐、
家政保洁、
便民市场、
便
利店、
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项服
务设施。
三是城市更新。针对城市建成区及其他
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重点区域内进行的城
市空间结构调整、
城市生态修复和功能完善、
历
史文化保护和城市风貌塑造、
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
新产业新业态融合发展等综合整治、
拆除重
建或两者兼顾的规划建设活动，
主要包括老旧
厂区、
老旧街区（包含相应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和城中村等存量片区的城市更新改造
项目，
以及市、
区人民政府主导的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项目。
“十四五”
期间，
各区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城市更新项目
年度实施计划，
报天津市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
造提升和城市更新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组织
实施。

本报讯（记者 万红）我市公共交通又推新政策，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委了解到，明天起，
我市将正式施行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
联程优惠，每次联程优惠的幅度为 1 元，如乘车卡或乘车 App
本身带有折扣则计算方式为先减 1 元再打折，实实在在降低市
民公共交通的出行成本，改善市民出行体验。
“此次联程优惠的实施范围包括市公交集团、
滨海公交集团的
常规公交线路和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线路。乘客在 90 分钟内
（含），
使用天津城市一卡通公司发行的乘车卡或天津地铁App、
天
津公交App支付换乘，
就能享受1次联程优惠，
优惠幅度为1元。
”
市交通运输委轨道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乘客如乘坐常规公交
换乘轨道交通，
优惠时间是从在公交车上刷卡扣费时间起算，
乘客
如果是轨道交通换乘公交，
优惠时间则以地铁出站闸机刷卡时间
起算。此外，
多次换乘可连续享受联程优惠，
每天不限次数。
具体优惠如何计算？该负责人给记者举例：
“比如，一位乘
客使用一卡通普通卡乘坐地铁，乘车卡本身可打 9 折，公交换
乘地铁时，原地铁费用如为 4 元，那费用就为 4 元×9 折=3.6
元；享受联程优惠后，地铁费用为（4 元-1 元）×9 折=2.7 元，优
惠 0.9 元。再比如，市民李先生先乘坐公交 725 路到地铁 1 号线
刘园站后，换乘地铁 1 号线到土城站，下地铁后再转乘公交 682
路。那么这个行程就会产生 2 次联程，如每次换乘满足条件，
李先生就能享受 2 次联程优惠，还可与其他折扣叠加享受。”

温馨提示
提示一 当乘客使用手机乘车 App 参与联程优惠时，可任意
选用天津地铁 App 或天津公交 App；但在地铁或公交联程时，须
使用同一个 App，中途不可更换。
提示二 当乘客使用公交行程免费的“敬老卡”
“第三代残疾
人证”、天津地铁 App“爱心码（残疾人及消防救援人员）”、异地
发行的互联互通卡乘车时，不享受联程优惠。乘客如遇联程优
惠相关问题，可拨打天津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12345 咨询。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调整
缴存基数调整为2020年职工个人月均工资总额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王灵萍)按照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委员会要求，我市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
额，从即日起我市单位可以开始办理相关调整手续。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例行调整。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
由 2019 年职工个人月均工资总额，调整为 2020 年职工个人月
均工资总额。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设置上下限。缴存基数继续实行限高
保低，缴存基数最高不得超过 29730 元，最低不得低于 2050 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政策维持不变。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缴
存比例仍为单位和职工各 11%或各 12%；其他单位仍可以在
5%—12%之间自主确定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生产经营困难单
位，
可以申请将缴存比例降低至 5%以下，
最低不低于 1%，
或者缓
缴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比例和单位职工的缴存比例应当一致。
从即日起，我市各单位可以通过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网站（网址：www.zfgjj.cn）或市公积金中心各管理部柜台办
理缴存额调整手续。

未来直升机设计大赛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由航空工业直升机所、直升机旋
翼动力学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云龙杯”
未来直
升机设计大赛在天津港保税区启动。
本届大赛主题为
“旋动梦想，
翼翔蓝天”
，面向全国高等院校
师生、企事业单位员工、航空专业人士和航空爱好者广泛征集参
赛作品。根据比赛规则，参赛者需充分展示想象力，设计一款创
意新颖、设计科学、具有可实现性的未来旋翼飞行器。

疫情快报
6 月 23 日 18 时至 6 月 24 日 18 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6 月 23 日 18
时至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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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 18 时至 6 月 24 日 18 时，
我市新增 1 例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 253 例（中国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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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例，
在院 11 例（轻型 1 例、
普通型 10 例）。
第 253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
马尼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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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静海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6 月
24 日新冠病毒核酸口咽/鼻咽拭子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 CT 示右肺下叶炎性病变。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6 月 23 日 18 时至 6 月 24 日 18 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 2 例（均为中国籍，均为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 241 例（境外输入 236 例），尚在医学观察 18 例（均为境
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191 例、转为确诊病例 32 例。
第 240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马尼
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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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6 月 23 日
新冠病毒核酸鼻咽拭子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 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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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1 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马尼
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 6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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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静海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6 月 24 日
新冠病毒核酸鼻咽拭子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 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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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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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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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