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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培育我市竞争文化

津城发布反垄断合规指引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委了解到，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
无序扩张，培育我市竞争文化，为经营者开
展日常反垄断合规提供指导，该委依据《反
垄断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指
南，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和反垄断执法实践，
制定了《天津市经营者反垄断合规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

执法经验表明，多数经营者违反《反垄
断法》是由于自身缺乏对法律的认知和敬
畏，日常经营过程中缺少反垄断合规意识
或轻视反垄断合规。对此，《指引》对合规
的概念和必要性进行说明。
《指引》对执法实践中经营者典型的垄

断行为进行简要列举和必要说明，帮助经
营者进行风险识别和应对。

其中，垄断协议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经
营者达成的横向垄断协议和经营者与交易相
对人达成的纵向垄断协议。横向垄断协议主
要表现为固定价格、划分市场、限制产量、限
制新技术以及联合抵制等行为，纵向垄断协
议主要表现为固定转售价格或限制最低转售
价格。垄断协议可以是书面的、口头的，也可
以是有意思联络的一致行动，即协同行为。
《指引》告诫经营者在参加行业协会、商会、产
业联盟等具有行业管理性质的组织时，应当
特别注意强化风险意识，发现协会组织垄断
协议的，应明确表态拒绝参加，并立即将有关
情况向市市场监管委报告。
如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指引》列举了主

要表现，包括不公平高价销售、不公平低价
购买；低于成本销售；拒绝交易；指定或限定

交易对象；搭售；附加不合理条件；差别待遇
等。《指引》特别指出，规模较小的经营者也可
能会因为在某一特定相关市场具有较强控制
力被认定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因此，经营者
不管规模大小，均应重视此项内容合规。

此外，涉及并购、股权转移或协议控制的
经营者集中行为，按照《指引》，经营者集中达
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未申报不得实
施集中。

经营者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的，将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
额1%以上10%以下的罚款。经营者达成但
未实施垄断协议的，仍将面临50万元以下的
罚款；经营者违反《反垄断法》实施集中的，由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责令停止实施集中、

限期处分股份或资产、限期转让营业及采取
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状态，并可处50
万元以下罚款。不过《指引》也明确，参与垄
断协议的经营者在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处罚
决定事先告知前，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
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
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酌情减轻或免除对该
经营者的处罚。

反垄断案件社会关注度高，对垄断行为
的处罚，属于社会影响较大的行政处罚决
定。为此，市市场监管委建议经营者在接受
反垄断调查、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等重要时
间节点及时公开相关信息，以尽可能减少调
查给正常经营带来的影响。同时，上市公司
还需格外重视涉及反垄断调查信息的公开，
以避免造成信息披露违规。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河西区
获悉，2021年“津诚所至 协作同甘”东西
部协作产业节将于8月23日在天津河西
区和甘肃崆峒、庄浪、卓尼四地会场直播连
线同步启动。

本次产业节实现了多方位升级，推出
了科技技能+产业升级扶持政策，联动搭
建了乡村振兴、政策发布、活动示范、培训
课堂、产业提升、城市文旅、特产展示于一
体的甘肃推介平台——“津诚所至”平
台。8月23日—8月30日期间，产业节将
特邀明星嘉宾和多位知名综艺嘉宾组成
文旅体验团，打造“产业节微综艺”活动，
通过直播平台开展文旅直播和产业直播，
将甘肃三地的民俗、文化、美食、美景联结
在一起，以趣味旅途、当地热门景点体验、
探访生产操作基地、走进农户追溯产品本
源等环节推介甘肃当地的文旅路线及特
色农副产品。

昨日，我
市迎来蓝天白
云的晴好天
气，秋意尽显。

本报记者
吴迪摄

本报讯（记者韩雯）当前，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的战斗还在继续进行中，诈骗分子又
来趁机蹭“热度”。在对近期诈骗警情进行
汇总后，天津警方总结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疫情炮制出的新型网络诈骗“套路”，希望以
案为鉴，帮助市民擦亮眼睛谨防“中招”。

目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诈骗案
例包括——

有市民报警反映一些社交软件群里出
现“快速出核酸检测结果，加急最快半个小
时”“家里也能做核酸检测”等信息，只要额
外付费便能做快速核酸检测。

市民张某通过广告添加“老中医”“专
家”微信，在线问诊后被推荐购买“特效药”，
并称可以增强抵抗力，预防新冠肺炎，其购

买后服用发现并无效果，方知被骗，损失共计
5000余元。经相关部门鉴定，所谓“特效药”
为代用茶等保健品，无相关治疗功效。

某小学老师向警方反映，有人冒充她混
进其班级家长群，以红包方式收取疫苗接种
费，其发现时已有多名家长被骗。

市民李某报警称，有人以其网购的物品
因疫情原因不能配送为由，要对李某进行理
赔，没想到按照对方操作后，李某被骗手机银
行转账70000余元。

王某通过微博认识一名网友，打算购买
其二手电脑，随后，对方以河南疫情，账户冻
结等为由让其转账，结果发现被骗，损失
3000余元。

曾女士更是接到了“警方”的电话，称其

涉嫌贩卖新冠疫苗，为了证明清白，在添加对
方为QQ好友后，20000余元钱财不翼而飞。
“天上不会掉馅饼，虽然骗子的行骗招数

五花八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一定会诱
导大家填写银行卡号码、密码、手机验证码等。”
我市反诈民警再次提醒市民，收到含有不明链
接的手机短信，千万不要随意点击，一定要通过
电话或其他聊天工具进行核实确认，切勿贸然
汇款；新冠疫苗接种，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收
费均为诈骗；核酸检验报告一定要在经卫健部
门认证具备资质的医院进行检测，不要轻信他
人所谓的“快速通道”；购买药品、保健品要选正
规渠道，切勿相信以个人名义、非正规渠道组织
售卖，一旦受骗应立即报警，及时挽回自己的财
产损失，防止不法分子再去欺骗他人。

小心以疫情为名的网络诈骗新套路
警方为您送上“防骗锦囊”

8月16日18时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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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18时
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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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18时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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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例（中国籍
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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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例，在院27例（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22例、
重型2例）。

8月16日18时至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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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例（境外输入301例），
尚在医学观察2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42例、转
为确诊病例36例。

截至8月1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4952人，尚有56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杜洋洋）为有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改善村民
生活环境，静海区持续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改造工程，自去年以
来，共建成113个污水处理站，目前已全部投入使用。

据了解，此次实施的农村生活污水改造工程共有132个子
项目，涉及16个乡镇，主要建设入户管、村庄污水收集管网和
污水处理站。此次建设的113座污水处理站是根据村庄和人
口的规模来进行设计和建设，处理规模在日处理量20吨—550
吨不等。

据介绍，污水处理站已经实现了自动化运行，通过手机就能远
程操控所有设备开关。同时，污水处理站还采用了当前最先进的
技术，即在前端缺氧和耗氧阶段有效去除污水中的氨氮、总氮、总
磷，再通过MBR一体化处理设施和膜工艺进行最后处理，以保证
水质达标，从而排放至附近坑塘和沟渠，或可用于农业灌溉。

目前，静海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改造项目已经实现了农村
生活管网全覆盖，做到了农村生活污水应收尽收，满足了群众的
基本生活需求，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环境。

静海区113座污水处理站“上岗”
做到农村生活污水应收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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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岳付玉）今夏以来，天津
夜经济红红火火。据相关平台大数据，约有
七成商户的营业时间延长到21时以后，提
供深夜外卖的商户增长了近三成。天津人
对夜生活服务需求也相对多元，21时之后
非餐饮类订单占比近两成，跻身全国前十。

这份大数据是综合各城市夜间营业商

户数量、丰富度、活跃骑手和消费者占比、消
费金额等数据指标而生成的。相关平台据此
发布了全国“夏夜生活报告”，给出了一组夏
夜活力城市排名，北上广、长沙、天津、杭州等
城市表现亮眼。

报告显示，冰品和小龙虾依旧是今年夏
季热门的夜宵品类。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年

轻人自律意识和健康生活观念的增强，水果
捞、果切和沙拉等健康夜宵也开始走红，订单
量增幅均在50%以上。

夏夜生活从来不只宅家。数据显示，今
夏以来，夜间露营地、景区和步行街上的度假
酒店、健身房等场景下的外卖单量环比增幅
均在三成及以上，同比去年涨幅超过1倍。

津城深夜外卖商户增三成
七成商户营业延长到21时以后

东西部协作产业节
将在四地启动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维护好渤海
伏季休渔良好秩序，8月14日，市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处对马棚口海域进行突击检
查，查获6条违法捕捞船只。

当天早7时，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执
法人员兵分两路分别搭载着渔政执法船、执
法快艇奔赴马棚口海域。航行途中，渔政执
法人员发现一艘涉嫌违法捕捞海螺快艇，由
渔政执法人员押解至渔政执法船进行调查
处理。上午9时，两艘渔政执法快艇第一时
间到达马棚口沿海，对河道内停泊的渔船进
行了检查，详细检查了驾驶舱、甲板及涉渔
网具等，现场发现涉嫌涉渔违法船舶6条，均
未能出示船舶证书。23时，6条涉渔违法船
舶由渔政执法人员押解至扣押码头。

渔政部门查获
6条违法捕捞船只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今年，市农业主
管部门将提升部分重点补贴机具补贴额，
包括水稻插秧机、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等
粮食生产薄弱环节所需机具，以及智能、复
式、高端产品，支持我市粮食生产。

据了解，在农机补贴支持重点方面，着
力突出稳产保供。一是将粮食、生猪等重
要农畜产品生产所需机具全部列入补贴范
围，应补尽补。二是优先支持小站稻生产、
设施农业和农业绿色发展所需机具的补贴
需要。三是结合实际需求，农机新产品补
贴试点种类原则上从设施蔬菜生产设施设
备、标准化猪舍、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生
猪养殖成套设备和智能农机装备中选取，
在补贴标准方面着力做到“有升有降”。

我市提升部分重点
补贴农机具补贴额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八旬老人独自站在路边，精神恍惚，
又想不起回家的路，公安西青分局交警支队西青开发区大队辅
警执勤中发现这一情况，并用车将老人安全送回家。

8月13日 8时30分许，西青开发区大队辅警潘永旺、门
万东在津港公路大寺镇政府门前点位执勤时，发现一位老人
站在路边徘徊，表情迷茫，似乎是遇到了困难。当时正值早
高峰期间，车流量较大，为了保障老人的人身安全，潘永旺、
门万东立即上前搀扶老人至安全区域，经过仔细交流后得
知，老人已经80多岁了，家住附近某小区内，当天早晨没事出
来遛弯，但是年纪大了记性差，想要回家时却发现忘记了回
家的路。

得知此情况，潘永旺、门万东立即报告大队值班室，并根据
老人提供的住址，联系到了所属社区居委会，随后用私家车将迷
路老人送回居住的小区，交给了在此等候的社区工作人员。

交警温馨提示：对于年事已高、辨识力差的老人，家人要切
实提高安全意识，要多加照顾，尽量避免其单独外出。如老人
独自外出，请提前在老人身上放置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等信息的
卡片，并为其配备通信设备，一旦发生意外，便于第一时间联系
家人。

交警支队辅警帮80岁老人回家
■交警提示：对于年事已高、辨识力差的老人

尽量避免其单独外出

近日，由中建安装天津分公司通过工艺改进制作的酚醛复
合风管在中科曙光天津产业基地安装完成，该复合风管可减少
建筑内的空调散热损失80%，并且重量轻、使用寿命长，让建筑
更加低碳环保。 本报记者张磊摄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北
京中创碳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联合举办
了天津企业碳管理师培训，来自天津、浙江等省市的35家重点
生产制造及能源供应企业的60余名学员参加。天津泰达低碳
经济促进中心也成为我市唯一一家开办碳管理师培训的专业
机构。
“对于企业来讲，开展碳排放权管理与碳交易能力建设，

能够最大限度实现企业碳资产的价值、降低履约成本，提升绿
色低碳发展竞争力。”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天津泰达
低碳经济促进中心联合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今年以来共开办了
四期碳管理师培训，就是希望能够服务市场需求。我们已经
迎来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西、江苏、浙江、贵州、海
南等省市的77家重点生产制造及能源供应企业，近200名学
员完成了碳资产管理、碳核查等相关学习课程。”

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开展碳管理师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