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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优化核酸筛查方案 动态调整管控措施

一鼓作气打赢聚集性疫情歼灭战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17期3D开奖公告

2 1 6
天津投注总额：52774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69注
5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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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31 02 07 10 12 08 03

全国投注总额：3822765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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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
154注
2270注
96489注

1690180注
12594106注

9066769元
13203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721827132元

为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进一步
扩大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干部
选好、选准，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现对拟交
流提拔到外省市任职的齐鹏同志进行
任职前公示。
齐鹏，男，汉族，1980年10月生，

全日制大学学历，工学硕士，中共党
员，现任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拟交流提任外省市副厅级
领导职务。
上述公示对象的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自2021年8月16日起至
2021年8月20日止。如对公示对象

有情况反映的，可在公示期间向市委
组织部反映。联系电话：12380；联
系地址：河西区友谊路30号市委组
织部举报中心（邮编：300046）；举报
网站：www.tj12380.gov.cn；短信举
报：15002212380（仅限接收短信举
报使用）。
我们将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履行

保密义务。为便于对反映的问题进行
调查核实，请在反映问题时，提供具体
事实或线索，并请提供联系方式，以便
我们将核实情况作反馈。

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
2021年8月15日

新华社扬州8月15日电 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李克强总理批示要求，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孙春兰11日至15日到江苏省扬州
市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经过各
方面共同努力，扬州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成效，每日新增报告病例持
续下降，感染来源发生结构性变化，
基本都在隔离范围内，社区传播链
得到有效阻断。五天来，孙春兰实
地了解社区管控、核酸筛查、集中隔
离、流调排查、物资保障等情况，与

定点医院的医疗专家视频连线研究患
者救治工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加强
院感防控工作，每晚与一线专家研判
疫情形势，听取江苏省和扬州市以及
前方工作组汇报，部署推进重点防控
任务。

孙春兰强调，当前扬州疫情防控
仍处于关键时期，要咬紧牙关、一鼓作
气，持续抓好各项防控举措的落实，巩
固积极向好的形势，早日打赢这场疫
情歼灭战。要优化核酸筛查方案，精
准分区确定不同的检测频次，突出重
点地区重点人群，提高检测质量和效

能。根据核酸筛查情况，及时动态调整
小区管控措施，实行分级分类管理，解决
好封闭小区物资保障和群众就医用药问
题。随着隔离人员增多，隔离点管理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要充实专业人员，杜绝
交叉感染。要千方百计救治每一位患
者，特别是对儿童患者要给予精心呵护，
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提前考虑康
复和预后问题。要妥善解决外地人员因
疫情滞留扬州和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群
体的防疫问题。
孙春兰指出，疫情防控是当前工

作的重中之重，要完善常态化疫情防

控机制，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各项措
施，对边境地区、口岸城市以及出入
境航班、机场、港口等，从严落实入
境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闭环管理
措施，堵住可能引起疫情传播的漏
洞。加强重点公共场所室内通风、
环境消杀和健康监测，实行预约、错
峰、限流，减少人员聚集。加快补齐
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短板，优化医疗
资源布局，加强疾控体系建设，做好
大规模核酸检测、疫情监测预警、医
用物资储备、人员培训等应对准备，
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记者陈忠权
通讯员杨天宇

“您好，请戴好口罩、出示健康
码、接种码，打开14天行程卡，测量
体温……”在蓟州区下营镇寺沟村，
游客进入村庄前，村疫情防控小组工
作人员都会开展如上检查工作，严格
执行疫情防控规定，确保疫情防控和
农家旅游双赢。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温福
旭说：“目前正值农家院旅游旺季，游
客不断，为了疫情防控安全，村里的党
员干部都到村口义务查验‘双码’等，
守住村里第一道关口。除了入村查验
外，游客进入每户农家院，经营户还要

再查验一遍，双保险，让游客和村民都
彻底放心，是大家都理解，都配合，效
果很好！”
走进一户农家院，只见服务员刚

刚对客厅、餐厅、洗手间、卧室进行消
毒，空气中还弥漫着酒精的味道。服
务员告诉游客，白天除就餐外，口罩要
全程佩戴。就餐时，彼此间隔一定距
离。记者看到，卧室、厨房、餐厅等都
开窗通风，凉风习习，游客们感到特别
惬意。
在穿芳峪镇毛家峪村，游客不少，

疫情防控各项规定都得到落实。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锁告诉记者，
每天村“两委”班子成员都在路口、景
区、农家院进行检查，提醒游客不扎

堆，告知农家院经营户严格把关，严格控
制游客数量，对公共设施严格消毒，这是
对村民负责，也是对游客负责。另外，农
家院都为游客备足了口罩，游客离开后
都对房间进行严格清扫消毒，确保防控
到位。
蓟州区文旅局有关人士介绍，为指导

各农家院经营者做好各项防疫措施，区文
旅局、市场监管、属地乡镇等部门，组建8
个督导小组深入各景区、旅游村、公共文
化服务场所等文旅从业单位，对佩戴口
罩、查验健康码和接种码、清洁消毒、人员
聚集、接待游客量等疫情防控重点环节持
续督导检查，随时发现问题，随时督促其
立即改正，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让游客满意在蓟州、放心在蓟州。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
控中心获悉，8月14日18时至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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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18时至8月15日18
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普通型，中国籍，塞内
加尔输入，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94例
（中国籍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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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例，在院29例（其中轻
型3例、普通型24例、重型2例）。

我市第29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为我市第297例新冠病毒无症
状感染者（塞内加尔输入），8月14
日胸CT示：双肺下叶磨玻璃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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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第28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
日复查胸CT：双肺上、下叶及右肺
中叶炎性病变。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普通型
更改为重型。

8月14日18时至8月15日18
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中国籍，菲律宾输入），累计
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06例（境外输
入301例），尚在医学观察30例（均
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40
例、转为确诊病例36例。

第30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该患者
自菲律宾乘坐航班（PR314），于8
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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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滨海新
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8月14日
新冠病毒核酸、新冠病毒 IgM抗
体、IgG抗体检测结果均为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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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8月15日18时，全市无现
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
14949人，尚有626人正在接受医
学观察。

8月14日18时至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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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蓟州区全力做好农家院疫情防控

验码测温戴口罩 一样都不少

�为做好疫情防控，我市建设工地实行封闭
式管理。图为中国一冶中升挑战项目建立了全天
专人值班制度，确保疫情防控落实到人。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王建英摄

▲日前，南开区15-17岁人群新冠疫苗第二
针剂接种工作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临时接种点启
动。适龄人群接种时，在法定监护人陪同下进行。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15—17岁人群接种第二针

我市建设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

■本报记者岳付玉

“现在退税可以足不出户一键办理，
省时省力，真方便。”中翔（天津）水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财务经理李靖辉感叹。不
久前，他汇缴的696万元多缴的税款，申
报完后电子税务系统直接弹出了退税提
示，轻松一点就在网上办理了。而以前，
退税要到办税服务厅取号排队提交资
料，来来回回小半天。
为缩短办税时间、降低办税成本，今

年天津市税务局对企业所得税汇缴存在
多缴税款的纳税人，增加了提示提醒服
务，只要纳税人在年度汇缴及季度预缴
申报中选择申请退税，系统就可直接跳
转至相应界面进行办理，真正实现了退
税业务网上办、掌上办、一键办。
市税务局所得税处处长黄橡文介

绍，市税务局还根据纳税人具体情况增
加了跨税种“智能抵”业务，即针对汇缴
多缴税款且又有历史欠税的部分纳税
人，电子税务局会提供用多缴税款抵欠
税的操作支持，纳税人可自主选择多缴
抵欠税或直接退税业务，实现退抵税业
务的轻松办理。天津万禹鑫模具有限公
司就享受到了这项服务。日前，北辰区
税务局在开展2020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缴退税监测工作时，通过大数据监测比
对发现，该企业存在多缴税金且未及时
申请退税的情况，应退税款4万余元。税
务人员核实后得知，原来这家企业前期
在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因资金不足形成
欠税9万余元，所以对申请退税存在疑
虑。北辰区税务局当即启动个性化服务
流程，深入企业面对面辅导填报相关申
请资料，向企业解读退税款抵减欠税的
相关政策，并在2天内完成了退税抵减部
分欠税的流程，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记者采访获悉，市税务部门还大幅

压缩单笔在1万元以下的所得税汇缴退
税业务的申报、入库等数据的审核时间，
运用大数据分析，建立小微企业汇缴退
税清单，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发起“直
退”流程并逐户确认退税信息。这种由
“申请退”到“主动退”的转变，切实减轻
了企业负担。
“小微企业所得税‘直退’方式不再

需要我们线下跑了，而且退税款到账时
间也很快。我公司完成2020年度企业
所得税汇缴申报后，短短3天就收到了东
疆税务局5万多元的汇缴退税款。”天津
津能能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赵经理说。
今年以来，我市累计办理企业所得

税退税14708户次，退抵税款56亿余元。

智能退 主动退 个性退

我市企业退税越来越便捷

本报讯（记者万红）为加大投诉披
露力度，帮助消费者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每月15日结合
消费投诉典型案例定期发布消费警
示。日前，天津市消协发布了天津市
消协2021年7号（总12号）消费警示。
【案情简介】
消费者刘先生投诉，2020年 11

月在西青区富力津门湖篮球馆给孩子
续费报名“动因体育”篮球班，交纳学
费6380元，包含68次课程。但只上
了一次课，教练就通知这个场馆费用
太高，需要到河东区上课。刘先生认
为，当初报这个班就因为地点离家近，
与孩子其他时间不冲突。“动因体育”
只按照约定地点给孩子上了一次课，
就应该退还剩余款项。“动因体育”坚
持扣除装备费和 15%的学费，只退
5176.5元。刘先生不认可，向消费者
协会投诉，要求退还全部余额。

【处理过程】
经了解，富力津门湖“动因体育”篮球

班是由注册在河西区的天津动茵体育科
技有限公司运营，河西区消费者协会受理
了刘先生的投诉。该公司负责人解释，考
虑经营问题，把刘先生这一时段课取消，
给协调其他时间段、其他场馆的课，但刘
先生不认可并要求退费，退费就依合约产
生违约金。该负责人强调，双方签订的合
约规定，只要提供了孩子可选的课程，“动
因体育”就不算取消课程，不存在违约行
为。刘先生表示，不是个人原因退课，是
企业单方更改场馆，自己家住河西区安排
去河东区上课实在不方便。
河西区消协认为，刘先生在选定地

点、时段后，才缴费报名。“动因体育”单方
更改地点，需与刘先生协商一致，否则就
应承担违约责任。在天津动茵体育科技
有限公司与刘先生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
下，河西区消协向天津动茵体育科技有限

公司总部即北京动因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发送调查函。在规定期限内，北京“动因
体育”未予答复，河西区消协终止调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当

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
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
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
其内容无效。
【消协观点】
河西区消费者协会不认可天津动茵

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诉解决方案。天
津市消协也认为，“动因体育”未按照约定
地点提供服务，拒绝刘先生的合理诉求，
是利用不公平、不合理格式条款规避应承
担的违约责任。天津市消协、河西区消协
联合发出消费警示，“动因体育”不得利用
格式条款规避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市消费者协会发布2021年7号消费警示

谨防商家利用格式条款规避违约责任

干部任前公示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日前获悉，
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与天津外国语大
学签署进一步深化合作协议，在现有5
个学部的基础上，增设2个小学部和1
个高中部，以满足南部片区和生态岛片
区学生的入学需求，为生态城再添优质
教育资源。
由生态城和天津外国语大学合作创

办的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
校（简称“滨海小外”）是生态城第一所公
办学校，自2011年发展至今，已有5个
学部、7000名学生、近600名教师，集团
化办学硕果累累。此次签约后，滨海小
外将新增3个学部，其中，小学四部选址
生态城南部片区动漫园地块，占地面积
约1.9万平方米，计划于2023年9月开
学；小学五部选址生态岛片区56#地块，

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米，计划于2025
年 9月开学；高中部选址东北部片区
91b地块，占地面积约2.8万平方米，计
划于2024年9月开学。根据规划，滨海
小外新建小学部办学规模为6轨制，高
中部办学规模为10轨制。
“此次深化拓展合作，我们将推动集

团化办学再升级，最大化发挥优质教育
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合作办学、合
作育人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生态城教
育体育局局长刘洪军表示，双方将在集
团化办学的框架下，不断提高教育硬件
水平和软实力。据了解，自区域开发建
设以来，生态城持续巩固教育优势，坚持
品牌化、集团化、优质化办学理念，目前
在校师生总人数已达1.8万人次，教育
事业呈蓬勃发展态势。

生态城与天津外国语大学深化合作

（上接第1版）天津港集团业务经营部总
经理周伟说，“我们新开4条覆盖欧洲、
东南亚、日韩及我国东南沿海的内外贸
航线；贯通升级南北海上大通道，促进内
贸大循环向纵深发展；深化津冀港口干
支联动，环渤海内支线‘天天班’运量同
比大幅增长50%以上；推动海铁联运提
质增量，海铁联运量同比增长超30%，
服务产业链供应链能力持续增强。”
在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带一路”天

津战略研究院院长冯雷鸣看来，港口正
进一步发挥连接海运、陆运及服务产业
链、供应链的重要枢纽功能。作为海上
门户枢纽，天津港在扩大内需贯通南北
海运大通道、服务国家战略、构建“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助
推作用。
好风凭借力，发展正当时。
“港口是国内国际产业链、物流链的

重要节点，是内外贸大宗货物和生产生
活物资的集散地，也是国内国际经济贸
易物流的服务窗口，要积极发挥港口在
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的‘稳
定器’作用。”天津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褚斌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航运、物流
企业合作，充分发挥内陆营销网络区域
资源优势，以港口物流为支点，不断创新
物流组织模式，更好服务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助力“双循环”天津港吞吐量连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王睿）近日，天津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张园举办了一场特
别的少先队队日共建活动。来自天津对
口支援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的35名小
学生，与我市小学生代表结成帮扶对
子。孩子们用真挚的友谊，架起津和两
地交流的“连心桥”。
在天津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

挥部的推动下，首批35名策勒县小学
生来到天津，开启“津和携手 童心筑
梦”2021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学生赴
津研学交流。和田的孩子们此行在天
津参观平津战役纪念馆、国家海洋博物
馆、滨海图书馆、滨海科技馆、津南区时

代记忆馆和小站练兵园等，了解平津战
役的历史、天津帮扶和田脱贫摘帽及乡
村振兴的故事等。
作为此次研学交流的重要环节，在少

先队队日共建活动的结对仪式上，天津的
小学生代表为和田的孩子们送上学习用
品等爱心礼物，并且互换联系方式。来自
策勒县的五年级学生努尔伊曼古丽告诉
记者：“感谢天津的叔叔阿姨帮助我们，这
次来天津看到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城市，美
丽的天津让我终生难忘！”与努尔伊曼古
丽结对子的天津市益中学校禹籽汐说：
“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以后要互相帮助，
一同为民族团结贡献力量。”

架起津和两地交流的“连心桥”

新疆和田小学生来津“找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