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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18时至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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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18
时至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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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8时至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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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例，在院16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14例）。

7月20日18时至7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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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22例、转
为确诊病例32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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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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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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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零容忍”执法“不手软”
——记者随和平区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走进南市食品街开展安全检查

《百姓问政》聚焦滨海新区群众关心的问题

主动担当作为解决群众身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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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 张清 摄影 王涛）
昨天上午，一架机身上用英文写着“第一
架由中国交付的 A350”字样的空客
A350飞机，在天津港保税区空客天津宽
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正式交付给中国
东方航空。
“在全球航空业如此艰难的时刻，空

中客车成功地将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
和交付中心的业务能力扩展到最新一代
A350飞机。这是空中客车与中国长期
战略合作的又一里程碑。”空中客车全球
执行副总裁、空中客车中国公司首席执行
官徐岗在交付仪式上说，“我们在天津交
付了首架空客A350飞机，距离把空客天
津打造成空客在亚洲制造中心的目标又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对
天津投资环境和双方合作关系发展的高
度认可。”

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

于2017年9月正式启用，进行A330飞机的
完成和交付工作。2019年国家发改委与空
中客车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工业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在空客天津宽体飞
机完成和交付中心开展空客A350飞机的
完成与交付工作，这既是空客与中国合作
伙伴关系的又一重大进展，也为更多中国
和周边地区国家的航空公司提供了在“家
门口”接飞机的便利。

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与
目前的空客天津A320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
和空客天津交付中心园区相连。该中心所负
责的工作包括客舱安装、飞机喷漆和生产飞

行测试，以及客户接收和飞机交付等环节。
据了解，此次交付的是一架空客A350-900

飞机，由在役空客机队规模排名全球第二、亚
洲第一的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空客
A350飞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高效的宽
体飞机系列，拥有最新的气动设计，机身和机
翼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制造，其燃油消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均可降低25%。

空中客车天津总装线项目一直被誉为
中欧在高科技领域合作的典范项目。徐岗
表示，虽然新冠疫情对全球航空工业带来
重创，但中国政府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和中
国国内航空工业的率先迅速恢复，给了空

客巨大的信心。“我们对中国的承诺不会改
变，空客致力于成为中国航空工业大家庭
的紧密成员，和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共赢的
战略伙伴关系。”

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今
年计划交付5架A350飞机给中国的航空
公司，下一步还将进行产量提速。徐岗透
露，空客天津总装线主要负责生产A319和
A320 系列飞机，在单通道飞机市场中，
A321系列飞机在中国以及全球市场均有
强劲需求，空客目前正和合作伙伴紧密磋
商，未来将把A321系列飞机引进到空客天
津总装线生产。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昨天，数据管理
能力成熟度（DCMM）国家标准宣贯全国行
启动仪式在我市举行。工信部、中国电子信
息行业联合会、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
中心相关负责人以及市工信局、大数据管理
中心、国资委、国网天津电力、天津智慧城市
研究院、DCMM评估机构等代表近150人
出席。

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是基础性资源和

战略性资源，也是重要生产力。DCMM国
家标准是我国首个数据管理领域国家标准，
为我国数据管理体系建设、企业数据管理能
力提升提供了标准化支撑。此次全国行活
动，对深入推动各地区、各领域DCMM贯标
市场采信，加强贯标评估规范管理，强化评估
师、数据管理师培训，加快提升我国数据管理
能力水平有积极意义。

据了解，我市高度重视DCMM贯标工

作，成为全国贯标首批9个试点地区之一，中
汽数据（天津）有限公司和贝壳技术有限公司
成为全国贯标首批6家示范企业，目前天津
已有9个单位获得DCMM证书。

出席仪式的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之所以将全国行启动仪式放在
天津，一方面是天津DCMM贯标评估工作
在全国有很好的带动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基
于天津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产业体系日趋
完备，产业数字化不断向纵深推进，数字产业
化应用场景加速拓展，数字网络覆盖全面向
好，有力地支撑了京津冀国家大数据综合试
验区建设，为全国大数据产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本报记者王睿

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
对于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隐患，执法

人员除了责令限期整改，还要第一时间“回
头看”，对存在的问题一一复查，坚决遏制
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7月20日，记者随和平区应急管理局执法
人员、安全专家来到南市食品街，回访此前记
录的隐患整改情况，同时再次进行安全检查。
“街区之前有一处燃气调压室存在安

全隐患，其实，原本这里只有调压箱，但是，

外面加盖了房体，导致通风、防火间距都不符
合规范；另外，调压箱缺少报警装置，外部也
没有设防撞框和危险有害警示标识。”安全专
家李长立介绍，调压箱所处的位置在停车场，
这里进出车辆较多，如果不加装防撞设施，一
旦有车辆触碰，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目前，该调压箱已整改完毕，执法人员和

安全专家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排查、仔细核对，不
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漏掉任何一处风险点。
“在发现问题的当天，我们就和南市食品

街一起组织人员立即研究整改方案，迅速行
动。”津燃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城南营业所副所

长郑子学告诉记者，现在，他们已经拆除原有
的房体结构，给调压箱加装了防撞护栏、静电
释放球、有害警示标识，还新增燃气泄漏无线
报警设备，实时监测，并通过无线信号传回南
市食品街消防控制室，一旦有警情，能及时处
理，保障市民用气安全和设备运行稳定。南
市食品街安全主管刘志民说，调压箱整改后，
他们专门安排2名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值
守，并且每2小时巡查一次燃气气压。

采访中，执法人员还围绕电路、消防等重
点领域，对南市食品街60多家商户进行检
查，其间发现一家餐馆的疏散通道有障碍物，

当即要求餐馆负责人现场整改，并表示24小
时后复查，后续还将不定期抽查。

南市食品街总经理靳文龙告诉记者，立足
此次整改，他们将南市食品街划为四个分区，
每个分区由专人负责，包括物业管理人、商户
管理人、安全责任人，不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并
于每周二组织大排查。和平区应急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刘彬表示：“我们将组织全区各安
委会成员单位，持续深入推动大排查大整治专
项行动，做到责任‘零缺位’、隐患‘零漏洞’、问
题‘零容忍’、执法‘不手软’，督促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就要脚踏实
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今
晚播出的《百姓问政》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邀请滨海新
区副区长戴雷及相关街道和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小区内毁绿
种菜、高速路上占路经营等群众关心的问题，一起推动解决。

滨海新区古林街道福渔园小区由于公共绿地管理不善，冬
季地皮裸露，夏季荒草丛生。近几年，有居民在公共绿地上私自
设立围栏，圈占起来种植茄子、辣椒、黄瓜、豆角等蔬菜，光菜园
子就有近20处，一直没彻底解决。此外，秦滨高速路在滨海新
区大沽街道辖区内一开放路段，有经营者把大客车改装成餐车，
开到高速路上做餐饮生意，售卖盒饭。路过此处的大货车司机
下车吃饭，把车停在应急车道上。一方面造成交通拥堵，另一方
面，也给其他过路车辆造成安全隐患。

节目中，各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影响群众生活、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必须敢于担当作为，主动出击做出成效。目前，各部
门已明确责任、着手行动，滨海新区住建委、城管委、交运局、公
安局交管支队及属地街道联管联治，形成合力，共同推动问题解
决。戴雷在看完节目记者调查、听完各部门答复后表示，只要认
真、较真儿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要有一根钢钎插到底的精
神，把老百姓的事办实、办好。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记者从市财政局
获悉，日前，市财政局、市商务局联合制定印
发2021年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支持政
策，支持对象为商务部、财政部确认的境外
经济贸易合作区项目；支持方式为对合作区
实施企业或建区企业在境内外银行取得的，
专项用于合作区建设的1年期以上外币贷款
给予贴息；支持标准为年贴息率不超过3%。

近年来，在财政资金的支持下，作为我
市首批入选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埃及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建设成果显著。截至今
年2月底，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共吸引
102家企业入驻，实际投资额超12亿美
元，累计销售额超25亿美元，直接解决就
业约4000人，产业带动就业3万余人。

空客天津“上新”A350实现本土交付

DCMM国家标准宣贯全国行启动仪式在津举行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提升数据管理能力

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录取结果可查
586所院校2104个专业组录取新生31850余人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市
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次A阶段录取工作基本结束。普
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586所院校2104个专业组共计录取新生
31850余人，争取招生院校在津增投本科招生计划670余个；截
至目前，各批次阶段共录取新生36520余人，累计增投本科招生
计划1370余个。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院校网站、招考资讯网
（www.zhaokao.net）等多种途径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
院校的录取结果。

根据我市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
院校志愿录取结束后，尚有19个院校专业组26个余缺计划需
经征询进行录取。此外，提前录取的艺术类本科招生院校尚有
9个院校专业组209个余缺计划，与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同
时进行志愿征询。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院校网站和招考资讯
网查询参与征询的余缺计划。

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院校征询志愿填报资格分数线为：
463分。艺术类本科批次征询志愿的填报文化控制线为：324分。

凡未被征询志愿院校录取的考生，仍可继续参加普通类本
科批次B阶段以及高职（专科）院校的录取。预计7月26日左
右，考生可以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A阶段、艺术类征询志愿的
录取结果。7月29日左右，考生可以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B阶
段院校的录取结果。

河北区中小幼将新增一批学位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昨天从河北区获悉，河北区今年将努

力扩充优质教育资源，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兴建新增一批中
小幼教育资源。

河北区与天津外国语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共同举办天津外
国语大学附属河北中学。

育婴里小学教育集团化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育婴里第二
小学改扩建项目，新增5个班、225个学位，计划今年暑期后投
入使用。育婴里第三小学扩建项目，新增24个教学班、1080个
学位，预计年底完成主体；育婴里第四小学（杨桥大街配套小学）
设计规模24个班，1080个学位，计划于今年暑期后投入使用。

继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第二实验新世纪小学组成教育集
团后，集团的第三所学校——第二实验瑞庭小学即将完工，并加
入教育集团。第二实验瑞庭小学设置36个教学班，1620个学
位，目前工程已基本完工，计划今年暑期后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河北十七幼分园新建项目、扶轮幼儿园丹庭园
（绿道丹庭配套幼儿园项目）、河北五幼花语园（花语津郡配套幼
儿园项目）正在收尾，预计新增900个学前教育学位，目前已招
生。盛皓嘉园配套幼儿园项目、盛雅佳苑配套幼儿园项目计划
办成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预计新增630个学前教育学位。

我市AEO高级认证企业达158家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天津海关获悉，截至目前，我

市共有AEO（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企业158家，累计进出
口额占到天津地区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

据了解，AEO制度由世界海关组织倡导，旨在通过海关对守
法程度、信用状况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进行认证，给予企业通关
便利。成为AEO认证企业，犹如获得了一张在全球有关国家和
地区的通关“VIP卡”，可以享受进出口货物查验、通关手续、通关
流通费用等方面的多项通关便利和优惠政策，在与我国开展AEO
互认的国家和地区，也能享受相应的“绿色通道”通关便利措施。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杜娟）昨日从
市民政局获悉，从即日起至今年年底，市民政
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委开展行业协
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整治工作，为进一步
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商
环境持续贡献力量。
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大对行业协会商会

乱收费规范整治力度，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
问题总体有所缓解，各类收费行为日趋规
范。截至目前，全市有68家行业协会商会推
出减免收费举措，受益企业3173家，减免收
费合计2757.7万元；15家行业协会商会推出
降低收费项目37个，降低收费合计198.4万
元；137家行业协会商会通过规范会费标准

和程序减费合计7.5万元。
此次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专项清理

整治工作是对之前整治的成果固化，防止死灰
复燃。在5个多月的时间里，市民政局、市发
改委、市市场监管委联合开展抽查行动，重点
抽查强制收取会费、收取会费不提供服务、违
规收取会费、违规收取活动费或培训费等行
为。对于抽查检查中发现存在弄虚作假、瞒报
漏报、整改不到位、不服从（原）业务主管单位
指导监管等情形的，综合运用行政处罚、整改
规范、信用惩戒、公开曝光、年检降档、评估降
级等措施进一步加大处理处罚力度。

我市优化营商环境 为企业减负

加大对行业协会商会乱收费整治力度

出台财政支持政策推动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92期3D开奖公告

6 4 7
天津投注总额：56082056082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83注
52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02 2004 192201 16+25

第2021083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23254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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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等奖

0注
4注

107注
312注
4142注
6669注
55183注

0元
46220元
3455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502233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