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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18时至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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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7月3日18时至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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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3日18时至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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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例（中国籍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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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例，在院8例（均为普通型）。

7月3日18时至7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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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例（境外输入253例），尚在医
学观察2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
察198例、转为确诊病例32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34例无症状感
染者于4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7月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3610人，尚有
335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我市持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监督检查

严肃查处违规机构

第20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举行

人工智能“未来”看这里

一周天气

降雨消停炎热回归
最高气温回升至35℃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7月6日是全市公仆接待日，当天
9:00—11:30，全市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
热线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7月6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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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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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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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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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 峰
马 杰
马明扬
马希荣
赵春兴
王 辉
杨 阳
葛云鹏
刘海波
杨志耘
白海力
苗宏伟
杜 翔
王宇娜
赵 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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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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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迎秋
裴连军
曹 崧
李嘉铭
王 杰
张 正
李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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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召武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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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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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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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区长
副主任
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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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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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666
2345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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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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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0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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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苏晓梅）上个周末，我国
大部地区暑热加重，我市也回归晴热天
气。本周，随着冷涡影响接近尾声，降雨将
会消停一阵子，炎热将占主导，周内最高气
温将升至35℃。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本周前
期，我市仍多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5日夜
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我市北部地区降雨
条件更为有利，预计雨量为中雨。周后期，
随着冷涡撤离，近期持续的多雨模式将结
束。高温和降雨“你退我进”，预计本周后
期我市以晴天为主，气温快速回升，最高气
温接近35℃。

本报讯（记者 张璐 摄影 张磊 通讯员
王莹）第20届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7
月3日在天津市微山路中学举行。来自全
市的300多支队伍、700多名中小学生，开
展了一场集知识、脑力、创意、探索力和学
习力于一体的精彩赛事。搭建、编程、寻
轨、智能识别、人机合一，这一切都由孩子
们来完成。作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孩子
们已经开启了他们的探索。
在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现场，场地内

摆放着多个橙色、绿色、紫色三种颜色的大号
色块，4个事先组装好的机器人已经准备就
绪。随着裁判一声令下，红蓝双方选手分别

操控遥控器将折叠的机器人打开。机器人伸
展出像云梯一样长长的支架开始在场内捡拾
各种色块，并整齐地堆放在指定区域内。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比赛项

目，能够将学生在课程中的多学科知识和
技能融入竞赛过程中，尤其是激发学生对
工程技术的学习兴趣。”该项目裁判长熊春
奎告诉记者：“机器人比赛通过让孩子们亲
自动手操作，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动手实践能力，还可以提高他们的沟通
能力。”

天津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由市科协主
办，从2001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比赛，每届

有2000余名青少年参加。经过二十年的发
展，竞赛为广大青少年机器人爱好者在电子
信息、自动控制以及机器人高新科技领域进
行学习、探索、研究、实践搭建成果展示和竞
技交流的平台，已成为我市面向青少年机器
人爱好者所举办的规模最大、管理规范、认
可度高、影响广泛的竞赛活动。

比赛中，选手们进行了VEX机器人
工程挑战赛、机器人创新挑战赛等中国青
少年机器人竞赛天津选拔赛、世界机器人
邀请赛天津选拔赛、天津特色赛三大类9
个项目的激烈角逐。本次竞赛的优胜者还
将被选拔参加全国相关赛事。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 通讯员 孙晓斌
秦瑞峰）从今年6月1日起，我市纳税人申
报缴纳财产和行为税实行合并申报。截至
6月18日首个征期结束，全市约有29万户
纳税人申报缴纳各项财产和行为税，累计
缴纳税款11.25亿元。这意味着我市实现
了多个税种综合申报。良好的税务营商环
境获得众多企业好评。

我市财产和行为税合并申报，是将城
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
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
保护税9个税种申报统一到一个入口，支
持不同纳税期限的税种同时申报，实现了

多税种“一张报表、一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
凭证”。合并后，纳税人填报表单数量由原先
的35张减少为11张，填报数据项减少204
项，减少三分之一。同时，申报系统实现了税
额自动计算、数据关联比对、申报异常提示等
功能，减少了人工操作的漏报、错报，为纳税
人提供智能申报服务。纳税人可以选择自己
习惯的申报途径申报，既可以采用原方式进
行单一税（费）种申报，也可以选择多税（费）
种综合申报。

中铁商业地产公司财务部郝导荣深有感
触地告诉记者，从企业纳税人角度来讲，合并
申报报表，对原先的所有表单和数据进行了

重新梳理，减少了填报的表格和数据；实现了
数据自动预填，减轻了企业填报负担；各税种
统一由一张主表和一张减税附表组成，主表
是纳税情况，附表是申报享受的各类减免税
情况。“我们只需要将发生纳税义务的税种填
报到对应的税源明细表，就可以对房产税、城
镇土地使用税等稳定税源做到‘一次填报、
长期有效’。不仅如此，一些关键问题的处理
也非常人性化，比如不会强制要求一次申报
全部税种，可以选择分别申报当期税种。如
果在申报时不小心遗漏了某个税种，可以在
申报结束前再单独申报，不用对此前的申报
进行更正。”

本报讯（记者张清）日前，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联合我
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关爱退役军人协会打造的“老兵TV”智慧平
台（试点）启动仪式，在西青区杨柳青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举行。

天津广电网络为“老兵TV”定制了专属机顶盒，在使用上
跟普通的机顶盒一样，用遥控器操作便捷，打开电视，进入到专
属界面，然后根据导航内容选择直播频道或者进入点播专区即
可收看。同时，“老兵TV”智慧平台还具备为老兵提供信息服
务的延展功能，基于广电网络的智慧双向网络，可以开通视频会
议、远程接访和专网传输功能。
“老兵 TV”先期分别在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西青

区杨柳青镇、南开区水上公园街道等试点上线试运营。下一步，
根据试点运行情况，“老兵 TV”智慧平台将逐步推广至各级退
役军人之家、服务中心（站）。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办学行为，依法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我市校
外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
位对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开展监督检查，教
育、市场监管、文化和旅游等部门重点规范
培训机构教学管理、收费价格、广告宣传、
教材使用等行为。

4月以来，市、区两级监管部门对校外
培训机构进行了执法检查，对9家存在问
题的机构予以行政处罚。

天津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天津
朴新晟嘉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天津市
和平区华英满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天津
市状元壹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因价格违
法，依据《价格法》《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
定》《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分别给
予警告处罚并罚款30万元；天津市东丽区
乐学状元壹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因未经批
准而擅自从事出版物的出版业务，依据《出
版管理条例》没收非法出版物并予以罚款；

天津市蓟州区育学优冠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因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生，依据《教育
法》给予警告处罚并予以罚款；乐知培训学校
（天津）有限公司、天津智信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因发布违法广告，依据《广告法》处以广告
费用四倍的罚款；天津图优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因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食品，依据
《食品安全法》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并予以罚款。

上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校外培训机

构，规范办学意识淡漠，日常管理松散混
乱，经营活动失序失范，严重扰乱了教育环
境，破坏了教育生态。我市相关监管部门
及时发现这些问题，对涉事校外培训机构
及其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依法依规予以
严厉处罚。

今后，我市将继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
肃查处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对情节严重
的典型案件进行公开曝光，切实维护好人民
群众的切身利益。

我市实现多税种综合申报

一张报表一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证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摄影吴迪）日前，
由市商务局和农业银行天津市分行联合推
出的菜市场惠民卡在我市3家菜市场发放，
市民用手机绑定惠民卡后，在指定商户扫码
消费可获得相应积分，后期用于兑换礼品。
“顾客扫描摊位上带有‘菜市场惠民

卡’字样的收款码，每次消费可以积1分，
每个摊位每天最多两次，如果当月的积分
超过了50分，就可以在次月兑换相应的礼
品。”农业银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记者从市
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和平区云南路菜市
场、四川路菜市场，河西区友谊路菜市场已
启动该项活动，实现了积分互通，后期还将
继续在全市各标准化菜市场进行推广。

左图日前，“菜市场惠民卡”在和平区
云南路菜市场启动。

菜市场有了惠民卡

疫情快报

“老兵TV”智慧平台（试点）启动

第二届“海河英才”创业大赛启动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成
全市首个零碳建筑示范项目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日前获悉，天

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为中新天津生态城
不动产登记中心颁发零碳建筑奖牌，这也
是全市首个零碳建筑示范项目。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建筑面积达
3467平方米。在这里，通过绿色产能、灵活
储能、按需用能、智慧控能、高效节能等多技
术叠加和系统集成，整个建筑的能耗情况可
实现全方位监测和协调，最终达到零碳运行
目标。据测算，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每年
可节约17.2万度电，能源自给率达112%，与
普通节能建筑相比，再节能45%以上；同时
通过有效降低能源消耗，每年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329吨，相当于种树3000棵。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第二届天津市“海河英才”创业大赛
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宣布大赛启动，本届大赛以“创新引领创
业未来”为主题。

本届大赛除大众创业创新赛、大学生创业创新赛、海外
人才创业赛外，新设置了博士后创业创新赛和创业培训讲师
赛，共五个板块。其中大众、大学生和博士后创业创新赛均
设有创业组和创新组；海外人才创业赛设有信创组、生物医
药组、新能源新材料组、高端装备制造组和综合组等5个组
别。大赛共设置奖项85个，设置现场奖金、落地奖金、推荐
渠道奖励等多种奖金支持，赛事总奖金达到300万元。对博
士后创业创新赛获奖的优秀项目，将择优选取作为我市代表
参加博士后创业创新赛全国总决赛；创业培训讲师赛一等奖
获得者，将代表我市参加第三届马兰花全国创业培训讲师大
赛全国总决赛。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75期3D开奖公告

1 3 2
天津投注总额：45018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06注
571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74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9 25 04 27 05 14 07

全国投注总额：382266836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4注
163注
2839注

117710注
1892436注
15756412注

5822076元
88259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98477373元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随着“海丰
马尼拉 ”轮装卸作业，位于天津港的全球
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实船作业达到
100艘次，实现了作业安全可靠，运营状况
平稳，质量效率不断攀升，交出了智慧港口
建设的“高分答卷”。

天津港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
实现实船作业100艘次

国药集团生物医药项目
落户保税区

本报讯（记者陈璠）日前，中国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简称“国药集团”）在天津港保
税区注册成立静禾堂（天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建设生物医药项目。作为国药集团
现代中药板块项目，静禾堂未来将主营中
药材贸易、加工、研发技术服务等业务，同
时建设符合GSP标准的现代化智能物流
仓库，预计年销售收入可达6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