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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18时至7月16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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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18
时至7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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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8时至7月16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西班牙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265例（中国籍238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例、乌
克兰籍3例、波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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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例，在院17例（轻型3例、普通
型14例）。

第26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
牙。该患者自西班牙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7月11日抵
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3℃，申报无异常。经海关
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月15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
医院治疗。胸CT示右肺下叶后基底段小含气囊腔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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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7月15日18时至7月16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尼日尔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65例（境外输入260例），尚在医学观察17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216例、转为确诊病例32例。

我市第265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尼日
尔。该患者自尼日尔尼亚美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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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东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7月8日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IgG检测结果均为阳
性，转送至东丽区另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月15日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
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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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56例无症
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7月16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3876人，尚有33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出炉

打破户籍限制居住地申请社会救助
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活动启动
贫困学生上大学最高给予5000元资助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慈轩）大学就在眼前，如何为贫
困学生铺就圆梦之路？昨日从市慈善协会获悉，2021年“爱心
成就梦想·慈善助学”活动启动，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学生进入高
等院校学习深造，最高给予5000元的学费资助。

此次活动帮扶对象为：天津市户籍的2021年应届高中毕
业生；家庭享受天津最低生活保障金或低收入救助；参加了
本年度天津市统一高考（不含春季高考），成绩达到市有关部
门划定的录取控制参考分数579分（可含能提供证明依据的
政策照顾分数），并被国内高等院校录取；未接受过其他方面
的入学资助。资助标准是：被非军事院校录取的学生，一次
性资助每人5000元；被军事院校录取的学生，一次性资助每
人2000元。

据介绍，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居委会领
取填写《“爱心成就梦想·慈善助学”申请表》，并提供高考成绩通
知单复印件；学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享受“低保”或“低收
入救助”证件复印件。

本次慈善助学活动将继续发动社会各界筹集善款。在此，
市慈善协会呼吁全市爱心人士、单位解囊相助，奉献爱心，向急
需帮助的贫困优秀学生伸出援助之手，让受助学子实现梦想。
有意捐赠者可以拨打电话23415496进行咨询。

本报讯（记者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
局发布了今年6月份我市及各区环境空气
质量状况。6月份，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3.86，同比下降15.7%；优良天数22
天，同比增加9天；优良天数比率73.3%，
同比上升30.0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1天，
同比持平。

据了解，6 月份，各区 PM2.5 浓度在
22—36μg/m3 之间，优良天数比率在
44.8%—79.3%之间。按照 PM2.5 浓度、
PM2.5改善率和优良天数比率各占30%、
30%和40%的权重进行排名，6月排名较
好的区为和平区、南开区和东丽区。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由市国资委和中
国通用技术集团共同出资100亿元组建的
通用技术集团机床有限公司日前在我市完
成工商登记注册，标志着中央企业机床装备
制造类二级总部正式落户天津。这个在5月
下旬世界智能大会期间商谈的合作项目仅
用一个月时间就正式落定，体现了天津优良
的营商环境，也体现了合作双方服务国家战
略，促进天津市“制造业立市”的强烈使命感
与紧迫感。双方约定，新公司将以资本投
资、运营管理、技术研发为主要经营手段，在
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积极发挥机床行业“国家
队”作用，围绕促进高端数控机床产业安全、
整合产业链优质资源、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和
产品结构等方面下功夫，努力打造一流机床
装备制造企业。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以“发展高端数控机
床”为主责主业，肩负保障国家重要领域产业
安全的使命。目前，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拥有
北京机床研究所、齐二机床、哈量集团等机床
研发制造单位，是目前国内机床行业中产品
种类最多、服务领域最广、综合技术能力最
强，为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提供高端核心装
备最多的龙头企业。

市国资委出资该合作项目的法人主体为
天津津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近年
来，津智资本承担多项天津国资重点改革任
务，推动完成市管企业中环集团完成混改，并
致力于优化国有资本在装备制造业领域的布
局，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据介绍，合作双方近期将推动实施津
智资本所属百利集团旗下机床制造业核

心资源天锻公司部分股权注入通用机床；
2022 年至 2023 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会
将持有的机床板块企业股权资产注入通
用机床。“我们将会同中国通用技术集团，
大约用10年左右的时间，让通用机床突破
一批高端数控机床领域的关键技术难题，
主导产品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指标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产品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水平显著提升，实现5G、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创
新与机床产业的深度融合，构建形成自主
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为
建设制造强国提供坚实保障，并为天津市
制造业立市发展战略和构建现代化工业
体系作出有力支撑。”市国资委副主任刘
智介绍。

本报讯（记者韩雯）未来三年，京津冀
民政事业将如何协同发展？蓝图已绘就！
日前，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第五次联
席会议在津召开，会上，三地共签《京津冀
民政事业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推进三地养老机构等级评定、
诚信评价、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等标准互
通互认”“探索建立京津冀三地婚姻登记信
息共享机制”“健全京津冀跨区域‘救急难’
应对机制和困难群众数据信息联查机
制”…… 打破“一亩三分地”，让“数据跑
腿”代替“百姓跑腿”，京津冀一盘棋，写下
协同发展新篇章。

据介绍，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已明确
今后三年的重点任务，其中主要包括：在
加强养老服务领域协同方面，支持国有
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建设、收购、合作、改
造等多种方式，推进养老服务向环京周
边地区延伸；加快建立区域统一的养老
服务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协调京津冀
医疗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探索开展跨

省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直接医保结算、跨省
院前急救等工作。
在加强社会事务领域协同方面，完善京

津冀三地骨灰海葬工作协调机制，持续开展
三地骨灰海撒业务；健全完善京津冀三地婚
姻登记工作协调机制；加大三地联合寻亲，建
立三地流出人员快速甄别返乡机制，继续与
河北省衡水市开展长期滞留流浪乞讨人员的
异地托养合作。

在加强社会工作领域协同方面，建立京
津冀社会工作督导人才库，提升社会工作人
才队伍专业化水平；协调北京高校社会工作
教育资源，推荐津冀优秀社会工作人才报考
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提供北京优质社
工机构资源和优秀社会工作人才资源，助力
津冀社会工作服务平台搭建、专业人才培养
和服务项目实施。

在加强社会救助领域协同方面，开展

京津冀社会救助政策区域统筹衔接试点
工作；进一步完善京津冀三地社会救助
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破解异地核查
难题。

在加强社区治理和服务领域协同方面，
定期组织三地社区治理联席活动，围绕社
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探讨和
分享各地社区治理方面典型案例、经验做
法和措施办法，促进三地社区治理优势资
源互补共享；推进社区治理工作人员交流
挂职工作，开阔工作人员视野，提升队伍的
素质和能力。
“探索建立京津冀三地婚姻登记信息共

享机制，可以为下一步婚姻登记跨省通办
奠定基础。”“今后，京津冀三地困难群众将
打破户籍限制，根据家庭成员户籍情况，自
行选择居住地申请社会救助。”“目前，三地
正在逐步实现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
信息共享，杜绝骗保行为的发生。”…… 路
线图已明晰，三地民政部门向着新的奋斗
目标进发。

在加强养老服务领域协同方面，支持国有企业、社会资本通过建设、收购、合作、

改造等多种方式，推进养老服务向环京周边地区延伸；加快建立区域统一的养老服务

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协调京津冀医疗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探索开展跨省普通门诊

医疗费用直接医保结算、跨省院前急救等工作。

今后三年的重点任务

昨日，国图·津湾文
创空间正式对外开放。
空间坐落于津湾广场5
号楼，总面积3000余
平方米，集图书馆、特色
书店、城市书房、文创产
品、研学培训、展览展示
等业态于一体。这也是
国家图书馆在首都之外
设立的首店。
本报记者张磊吴迪摄

通用技术集团机床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

央企机床装备制造类二级总部落户天津

■本报记者张清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心相通在于多相会……

日前，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日学生
津城友好行”活动如约举行，这是市外办举办
的诚邀“身边的国际社会”感知天津系列活动
之一，40余名身着“天下之津”T恤的中日青
少年携手共行，同游天津，同逛津城。

友谊友好，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温暖力量。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是此行的首站。聆听中
日友好故事、感受中日世代情谊……或驻足观

看，或侧耳倾听，中日两国青少年兴趣盎然。
“周恩来总理开创与推动中日友好的故

事令人感动！”天津日本人学校校长石原清文
来津两个多月，深深喜欢上了这座热情的城
市。他说，这样的活动不仅增进了中日两国
青少年交流的机会，也增进了他们之间的感
情，“作为教育者，愿担负起使命，让两国青少
年在共同成长中传承这份世代友好的情谊。”

青少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天塔
鸟瞰天津，感知天津；在狗不理“老字号”，听
老师傅讲狗不理包子的故事；在科技馆，感受
先进科技的“魔力”；在杨柳青木版年画博物

馆，体验木版年画制作的工艺……一点点接
触、一句句沟通、一次次互动，中日两国青少
年越来越熟悉，越来越亲近。

因为一起做游戏，一起表演才艺，来自天
津实验小学的7岁男孩赵梓恒和日本男孩森
西明成了好朋友。赵梓恒说，他们互留了联
系方式，以后有机会还要一起出来玩。

来自天津日本人学校的津脇理人，今年只
有9岁，却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此次活动，让
我结交了很多天津好朋友，希望多多参加这样
的活动。”小男孩内心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未来是年轻人的，和平、和睦、和谐是人

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理念，和平、发展是世界的
主旋律。”市外办亚洲处相关负责人说，感知
天津元素、感受天津温度、认识发展的中国，
此次“中日学生津城友好行”活动不仅深化了
两国青少年的人文交流，也让天津通过“身边
的国际社会”走向世界。

童心同梦 携手未来
——“中日学生津城友好行”活动见闻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灯光炫目，演出精
彩，作为海河国际消费季的重要组成部分，昨
晚，由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
第二届天津夜生活节在意式风情区启动。本
届夜生活节以“津夜有你”为主题，将组织开
展“夜购津货”“夜品津味”“夜游海河”“夜赏
津曲”“夜嗨津城”“夜读津城”六大板块共

200多项活动，持续至9月16日。
据了解，全市重点商场、商业街、夜市、文

旅、餐饮等近千家商户参与到了此次夜生活
节当中，市文化中心商圈、五大道商圈、意式
风情区商圈、金街商圈、老城厢商圈等重点夜
生活商圈还将推出优惠折扣、新品发布、灯光
秀、艺术品鉴赏等活动。在此期间，第三届哪

吒体育嘉年华、2021天津大众点评必吃榜发
布会、2021世界街舞锦标赛中国赛暨哔哩哔
哩首届街舞大赛总决赛、闲鱼集市等也将轮
番上演，为津城夜晚增添亮点。

本次活动还注重商、旅、文联动，将依托
天津文化地域特色，举办“夜游海河”系列活
动，剧院、茶馆等也计划推出一批歌舞表演、
音乐会、话剧、相声、脱口秀。

启动仪式上，河北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意式风情区将进一步打造我市地标性商
圈及“城市会客厅”，此次夜生活节期间，计划
推出“游购海河”“畅享意风区”“追寻红色记
忆”“夜购河北”四条精品游购路线。

第二届天津夜生活节启动
200多项商旅文活动持续至9月16日

国图·津湾
文创空间
对外开放
是国家图书馆
在首都之外
设立的首店

驻津央企承建 创多项国内纪录

福建三川海上风电项目竣工投产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昨天，由驻津央企中交一航局总承包

分公司承建的福建省重点工程——福建三川海上风电项目正式
竣工投产。

工程总装机容量为40万千瓦，总设计运营期年上网电量约
12.7亿千瓦时，可满足650万个四口之家1个月的用电，每年可
节约标准煤约40.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80.1万吨，减少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各类大气污染物约11600吨，具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工程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创造了极浅水位沉桩及承台
浇注、整体式嵌岩平台海上风电领域应用、国内首个及批量化
应用7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建设、国内海上风电领域最大直径
Ⅲ型嵌岩单桩施工等多项国内纪录。整个施工过程中，共申
请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23项，自主研发的超大直径嵌岩
成套施工技术经中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评价，已达国际先进
水平。

工程建设的全面完成，为当地新能源领域布局发展注入
了新活力，为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了
积极贡献。

2021年新经济·新消费·新发展高峰论坛举行

智领新格局聚力双循环
本报讯（记者 张璐）昨天，以“智领新格局·聚力双循环”为

主题的2021年新经济·新消费·新发展高峰论坛在天津梅地亚
艺术中心举行，来自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基金会、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的多名企业
家、业内专家学者，与我市相关委办局负责人围绕新型消费等多
个议题展开探讨。

目前，天津正在建设有特色、有活力、有温度的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进一步释放和激发消费的潜力，消
费潜力巨大。

论坛上，多名专家学者、企业家进行了主旨演讲，十余位业
内人士围绕“未来智能城市建设与多场景医疗服务”、“康养产业
的新模式、新动能”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会上，中国西部研究
与发展促进会投资与金融委员会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相关负责
人，共同签订了《中国西部研究与发展促进会投资与金融委员
会、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合作意向书》，多名企业家共同签署了《行
业领军企业专项战略合作 天津合作备忘录》。同时，天津海河
传媒中心联合相关单位主办了“品牌兴 赢未来——2021天津
好品牌评选”颁奖活动。

6月我市环境空气
质量状况发布

■本报记者廖晨霞

“面对就业，我应该选择国有大企业，
还是创新创业性质的中小微企业？”“咱
们选择就业不仅是要找一个稳定的工
作，也要为自己创造专业发展的条件，坚
定自我发展的方向，要关注企业对科技
和人才的投入。国有大企业机构稳定，
管理成熟，但加入后你可能只是全生产
链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发挥所学所
长的机会有限，这时候，不如选择一个发
展空间更大的创新型、成长型企业，会有
更大的舞台。”

又是就业季，前不久，在天津大学的一
场特殊的“校友家宴”上，1982级化工学院
校友李海平和6名学生闲话家常，零距离
交流就业、求学的经验，并当场与学生签下
免试入职聘书。

参观企业的生产研发基地、专业研究
院和企业的运营团队座谈、交流创业就
业路上的经验教训，同学们一行收获满
满。“这次活动对我触动最大、收获最多
的是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的那种创新意
识、爱国情怀。”材料学院硕士研究生白
易明是首届利安隆创新奖学金的获得
者，他告诉记者，“我的目标是创业，今天
的活动开拓了我的视野，受资深校友的
启发，我打算先在企业里学习锻炼几年，
积累更多创业需要的研发、生产、经营经
验。”“你来，我们随时欢迎，如果创业后
发现需要技能，我们一样欢迎！”旁边，李
海平爽朗地承诺。
“就业是人生的重要节点，为了实现

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我们邀请高素
质的行业领军者加入，为优秀学生搭建
个性化指导平台，增进学生对产业、行业
的了解，同时对接爆发性成长企业的人
才缺口，实现就业与岗位的无缝对接。”
天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柳丰林介
绍，天津大学持续推进辅导员挂职锻炼，
累计共选派70名辅导员赴中核404、航
天科技六院等重点用人单位挂职锻炼，
帮助辅导员了解企业情况，做好桥梁纽
带，当好就业工作的“信息员”“宣讲员”
“指导员”和“协调员”。同时，依托学校
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基地平台，积极开发
科研助理岗位，完善相关政策保障，引导
学生将科研助理岗位纳入自己的职业选
择。作为连接就业学生与求才岗位的创
新形式，“校友家宴”就是其中的一项有
益尝试。

记者从市人社局了解到，我市始终
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每年
出台专项支持政策，形成了岗位开发、
企业吸纳、人岗对接、实名制帮扶等多
层次就业支持政策体系。对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我市已建立了实名制台账，提
供“一对一”就业服务，帮扶就业率均超
过90%。

一场解渴的
“就业家宴”
——天津大学创新招法
助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