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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改革启动 到2023年

到人到户的补贴全从“社保卡”发放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
——市统计局负责人解读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7月19日18
时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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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日18时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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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例（中国籍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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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籍1例），治愈出
院251例，在院17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4例）。

7月19日18时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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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例（境外输入260例），
尚在医学观察1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21例、转
为确诊病例32例。

截至7月2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4030人，尚有40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7月19日18时至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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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璐

上半年我市经济仍然保持了两位数的
增长，达到11.4%，成绩来之不易。对于上
半年我市经济运行的表现，市统计局一级
巡视员、新闻发言人褚丽萍认为，上半年，
全市上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新的成效，经济运行稳中加固、稳中有
进，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我市不
仅守住了“保”的底线，巩固了“稳”的基础，
而且在不断积蓄“进”的力量。

上半年经济运行呈现四个“持续”
褚丽萍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成绩，

是我市采取有力举措全面落实“六稳”“六
保”任务的结果，也是全市上下积极作为，
攻坚克难拼出来、干出来的结果，可以用四
个“持续”来概括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点。

一是主要领域持续稳步向好。从同比
增速看，上半年全市经济同比增长11.4%，
与全国的速度进一步拉近，与一季度相比
又拉近了1.1个百分点。从两年平均增速
看，地区生产总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限额
以上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两年平均增速与
一季度相比均有所加快，分别加快1.1个、
0.6个、16.6个和3.0个百分点。从先行指
标看，工业用电量增长13.7%，货运量增长
11.0%，表明市场信心也在增强。

二是质量效益持续提高。财政收入快
速增长，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
比增长28.0%，其中最能体现收入质量的
税收收入增长22.0%，占比达到73%，与一
季度相比，增幅和占比双双提高。企业盈
利状况好于全国平均水平，1—5月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快于全国44.9
个百分点，九成行业实现盈利。

三是新兴动能持续壮大。上半年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分
别为23.0%和24.4%，均快于规模以上工
业平均水平，占比稳步提升。服务机器人、
新能源汽车产量分别增长2.7倍、1.6倍，工
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9%。1—5月高技
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营业收入增
速分别为28.6%和28.1%，占规模以上服
务业比重分别为31.8%和26.9%。

四是市场主体活力持续增强。上半
年，全市新增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8.7%，其
中新增民营市场主体增长18.4%；规模以
上民营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长22.5%，快于
全市平均水平5.2个百分点，占比26.2%；
限额以上民营企业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
额增长52.6%，快于全市平均水平8.1个百
分点，占比62.0%；限额以上民营企业住宿
和餐饮业营业额增长63.0%，快于全市平
均水平13.7个百分点，占比59.8%。

制造业发展处于较好水平
褚丽萍表示，上半年，市委、市政府进

一步强化政策指引，密集出台支持政策，成
功举办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加快构建
“1+3+4”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制造业发
展势头持续稳定向好。我市从上到下对坚
持制造业立市形成了高度共识，我市制造

业无论在速度、质量上，还是发展后劲上都处
于较好水平。
一是制造业对全市工业的支撑作用不断

增强。上半年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2.6%，快
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5.3 个百分点，占比
70.6%，贡献率超过九成，达到92.1%。其
中，装备制造业发展势头强劲，增加值增长
23.2%，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5.9个百分
点，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增加值增速
均达到20%以上。
二是制造业发展向高端化、智能化迈

进。我市不断加大制造业在新动能领域的投
入力度，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在建项目个数
同比增长9.2%，投资增长43.6%，占制造业
投资的比重达到30.6%。第五届世界智能大
会签约项目200余个，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
元，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技术服务、高端
装备等新动能项目个数占比近八成。在投资
的有力带动下，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快于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平均水平。

三是制造业企业效益稳步向好。1—5
月，制造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8倍，快于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39.5个百分点，快于全国
制造业82.6个百分点。制造业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5.57%，比上年同期提高2.78个百分
点，比2019年同期提高1.85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趋于活跃
褚丽萍表示，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建设力
度，采取活跃假日消费、加大汽车促销、提质
夜间经济、启动海河国际消费季等一系列举
措，消费市场趋于活跃。一是从主要指标走
势看，消费市场保持了较快增长。今年以来，
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保持了两位数
增长，上半年为17.2%，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7.8%，两年平均增长
1.5%，已经恢复到疫情前常态化水平。限额

以上商品网上零售额两年平均增长12.2%，
比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表明我市商贸
经济恢复基础越来越稳固。

二是从消费品结构看，升级类商品继续
旺销。上半年，我市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
低碳和智能新商品零售额高速增长，分别增
长90.6%和48.9%；金银珠宝类和化妆品类
零售额也实现快速增长，分别增长76.7%和
24.5%。

三是从消费新热点看，假日经济、夜间经
济、会展经济、海河国际消费季激发市场活力
作用明显。“五一”假期我市接待游客人数、旅
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1%和30.5%；国家
会展中心首展非常成功，从18家相关重点监
测酒店统计数据看，6月份营业额同比增长
1.1倍；海河国际消费季促进消费效果开始显
现，从监测的40家百货商场、商业综合体日
均销售额数据看，较平日增长了4.8%；意式
风情区日均客流量增长1.5倍。

四是从居民消费看，消费潜力在持续释
放。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
长22.5%，比一季度加快6.5个百分点，特别
是服务性消费支出快速增长，上半年增长
37.9%，其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1.4倍，
医疗服务支出增长65.9%，表明我市居民消
费结构也在优化升级。此外，我市出台进一
步促进汽车消费措施，新增小客车个人增量
指标，有效释放了汽车消费需求，汽车类零售
额增长18.5%。

下功夫做实民生“里子”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褚丽萍表示，

近年来，我市始终把民生工作摆在重中之重，
下功夫做实民生“里子”，不断加大民生投入
力度，着力提高民生保障水平，通过一系列实
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举措，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为人民群众带来了看
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从民生投入看，优先保障重点领域支出，
着力推进“一老一小”社会事业发展，新建、改
扩建一批义务教育学校，继续推进社区老年
健康服务，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54.2%，教育支出
增长7.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2.3%。

从居民就业看，深入落实各项稳就业政
策，突出重点人群就业帮扶，鼓励创业带动就
业，上半年全市新增就业20.65万人，完成全年
目标任务的59%。6月份全市企业就业人员周
平均工作时间为46.6小时，同比增加0.5小时。

从居民收入看，随着各项促增收政策落
地，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
快增长，同比增长11.6%。其中经营净收入
增长38.1%，工资性收入增长12.5%。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3.0
个百分点。

从市场保障看，米袋子、菜篮子供应充
足，鲜菜、猪肉、禽肉、蛋、奶、鲜果等价格均环
比下降，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涨幅
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回落。

从宜居环境看，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上半年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24天、同
比增加 7天，PM2.5平均浓度 45微克/立方
米，同比下降16.7%，达到监测以来历史最
好水平。

■本报记者张清文并摄

一声爸妈，等了28年；一声爸妈，穿越
大墙内外；一声爸妈，释放掉找寻的苦楚，
溢满团圆的喜悦……
“儿啊，终于找到你了！”昨日，在津黔

两地警方通力配合下，一场大墙内的特殊
会见在李港监狱“上演”——在津服刑人员
吴天与失散28年的父母久别重逢。

“骨肉”分离，成了抹不去的痛
盛夏的津城，涌动着爱和温情。
从贵州远赴天津，一路上，罗红想了很

多话要对儿子吴天说。但见到儿子的一
刻，所有的语言都“冻结”了，只剩下抱着儿
子哭。“骨肉”分离28年，成了她心中抹不
去的痛。

在罗红的印象中，儿子吴天是一个6
岁的男孩，聪明且乖巧。当时，一家人在贵
州省六盘水市的一处矿区打工谋生，过得
很幸福。然而，1993年的一天，随着吴天
的失踪，她的幸福破碎了。
“儿子丢了，我们很内疚，一直在四处寻

找。”回想起那些痛苦煎熬的日夜，罗红拉着
吴天的手泣不成声。“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过……”吴江，作为父亲试图忍住泪水，但在
握住儿子手的一刹那，他哭出了声。跨越
28年，久别重逢的骨肉至亲相拥而泣。

诉说思念，欢庆团聚……轻轻拭去父
母脸上的泪水，吴天转向在场的民警，深深
鞠了一躬。他说，感谢党和政府帮他找到
亲人，圆了“团圆梦”。

“寻亲路”坎坷，但从未曾放弃
天津和贵州相距2000多公里，帮吴天

找寻亲生父母的“寻亲路”走得并不容易。
“最早和吴天接触是2016年夏天，当

时他是一起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深
入交谈后，天津警方获知了吴天的身世。“他
从小被收养，养父未婚且患有精神疾病。他
很早离开了那个‘家’，因涉世不深，结交了
一些社会闲散人员，走上犯罪道路……”为
让吴天好好改造，尽快重返社会，天津警方
下定决心帮其找寻亲人。

抽取血样交予技术部门检验比对，远

赴吴天户籍地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进行核
查……津城的民警们多方奔走，不辞辛苦，
但因吴天养父的去世，线索一度中断。
“后来得知吴天被收养时操贵州地区的

口音，抓住这一线索，查找重点才转向贵州。”

近5年里，调查走访、检验比对从未中断。
今年，按照公安部部署，一场以侦破拐卖儿

童积案、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
行动在全国展开。7月，好消息传来，吴天的血
样与贵州省六盘水市的一份“寻亲”血样比中。

津黔两地警方迅即展开合作。为确保比
对结果准确无误，不久前，李港监狱民警再次
对吴天进行了血样采集，并以隔空转递方式
将血液样本送出监狱。复核结果证实，吴天
就是罗红和吴江失散28年的儿子。

“团圆”行动，助19个家庭圆梦
“儿子，你一定要好好改造，听管教民警

的话，家人都在等着你！”失散28年，难得“小
团圆”后，罗红和吴江依依不舍地走出监狱，
临行前，他们一遍遍地叮嘱吴天。
“我会的！”吴天使劲地点着头。接下来，

吴天将会在康宁监狱接受14天的医学隔离
观察，他的父母将返回贵州。隔离观察结束
后，吴天会返回李港监狱继续服刑改造，狱方
会为其和父母开通亲情电话。

28年的想念，一朝梦圆，让吴天很满
足。其实，圆梦“团圆”的并不是只有他。据
悉，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市公安局向全社
会公开17个免费血样采集点，累计采集失踪
被拐儿童父母和来历不明儿童血样130余
例，综合运用DNA等技术，相继找回失踪被
拐儿童19名，19个家庭圆了“团圆梦”。

（注：文中吴天、罗红、吴江均为化名）

在津黔两地警方通力配合下 一场大墙内的特殊会见在李港监狱“上演”

一声爸妈，等了28年

本报讯（记者王音马晓冬）记者从西青区获悉，昨天上午，
元气森林（天津）饮料有限公司北方生产基地项目在西青经济技
术开发区赛达工业园正式投产。

据了解，元气森林（天津）饮料有限公司北方生产基地项目
于2020年8月落户西青经济技术开发区。该项目一期投资总
额5亿元，主要生产茶饮料、功能饮料等，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
达15亿元，税收1.5亿元。同时，项目二期预留100亩，未来将
用于天津工厂扩产。

元气森林（天津）饮料有限公司北方生产基地项目于2020
年开工建设，是西青区首个“拿地即开工”的项目。元气森林合
伙人兼总经理李炳前表示，工厂的快速投产得益于西青区政府
推出的投资项目审批代办“交钥匙”工程和“保姆式”服务，实现
了从拿地到开工“零时差”。“在省时省力的同时，天津良好的营
商环境也让我们坚定了发展的信心。”他说。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经市政府同意，近期，市财政局等6
部门启动实施了《天津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改革
实施方案》，市级9个部门同时公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
管理改革清单，标志着我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改
革深入实施。

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我市“一卡通”管理改革主要通过构
建“四个一”目标，切实打造人民群众“明白卡”、“幸福卡”——

一网公开政策清。日前，市财政局已在外网网站上向社会
公开市级补贴政策清单29项。按照“谁主管、谁公开，分配到哪
里、公开到哪里”的原则，各部门、各区也将在外网网站公开本部
门本区补贴政策清单，并推动财政补贴信息公开向街镇、村（居）
延伸，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一本台账情况明。要求各主管部门全面统计并认真审
核补贴项目，建立明细台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该享受的
对象一人不少、该落实的政策一项不漏，做到应统尽统、应
发尽发。

一套制度促规范。对各领域财政补贴项目的申报、审核、发
放流程重新梳理，完善细化管理办法和操作规范，与我市总体方
案形成“1+N”制度体系，扎牢制度建设的“篱笆桩”。

一个平台管统发。建立补贴资金发放和管理平台。充分依
托现有“社保卡”信息管理系统，以信息技术为手段，以信息共享
为依托，构建部门间政务数据汇聚共享机制，协同管理服务，实
现“一个平台管统发”。

我市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管理改革将于2022年在
全市全面推开，到2023年，全市到人到户的各类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原则上纳入“社保卡”发放，实现“多卡合一”，切实将
“一卡通”管理改革“通”起来，把党的惠民惠农政策及时、温暖地
直达广大百姓。

元气森林北方生产基地在津投产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获
悉：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要求，批准我市在渤海伏季休渔期间
进行海蜇捕捞，捕捞时间为7月20日9时至7月30日9时，共
10天。

按照农业农村部要求，批准我市此次海蜇专项捕捞最大作
业渔船数量为60艘，最大捕捞配额为280吨。伏季休渔期间海
蜇专项特许捕捞实施限额捕捞管理，作业类型须为刺网，最小网
目尺寸为110毫米。专项捕捞期间需每日对捕捞量进行统计，
一旦渔船的捕捞量超过捕捞配额时必须停港休渔，并收回专项
捕捞许可证，严禁再出海捕捞生产。作业期间要严格落实渔船
标识管理、渔船进出港报告、渔获物定点上岸等制度。此次渤海
湾开捕海蜇，将会丰富市民夏日餐桌。

本报讯（记者 姜凝）7月20日，南开大学在津2021年度录
取工作圆满结束，共录取各种类型考生641名，生源整体质量继
续保持高位均衡；天津大学2021年在津招生录取工作结束，
667名天津学子成为“新天大人”。

据介绍，今年是天津市实行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二年，南开大
学针对天津本地考生实行了一系列人性化的招生政策，科学分
组招生专业以解决考生和家长疑虑，动态调整专业招生计划以
最大限度满足考生靠前志愿，今年整体第一志愿满足度达
79%，前二志愿满足度达92%。

2021年天津大学在津投放6个专业组和1个中外合作办
学专业，并最大限度满足考生的志愿：来自天津的“新天大人”
中，所有填满专业志愿的考生100%满足专业志愿，超过93%
的学生录取到前三志愿。目前，天津大学本年度招生录取工
作顺利进行，上千份录取通知书在第一时间寄往全国各地。

天南大在津录取结束

渤海湾海蜇开始捕捞
7月20日9时至7月30日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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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11.6%

2020 2021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28.0%

服务机器人、新能源汽车
产量分别增长2.7倍、1.6倍

上半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5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