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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理办法》10月起试行

房企信用好不好打分评级考一考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我市1批次食用农产品不合格

8月22日18时至8月23日18时

我市新增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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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18时
至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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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至8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普通型，菲律宾输入1例，无症状感染
者转归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16例（中国籍282
例、菲律宾籍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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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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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亚籍1
例），治愈出院277例，在院39例（其中轻型6例、普通型33例）。

第31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306例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菲律宾输入），昨日复查胸CT新见左肺
下叶实性及磨玻璃密度结节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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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
宾。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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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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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右肺中叶炎性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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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实施闭环
管理。

第28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CT：双肺病灶局部
较前略有吸收。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
重型更改为普通型。

8月22日18时至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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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例（境外输入313例），尚在医学观察26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254例、转为确诊病例38例。

第31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该
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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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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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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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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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5115人，尚有45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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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8月23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3295件。其中：滨海新区
2362件、和平区387件、河东区778件、河西
区768件、南开区892件、河北区607件、红桥
区321件、东丽区679件、西青区813件、津南
区861件、北辰区950件、武清区795件、宝坻
区877件、宁河区591件、静海区903件、蓟州
区658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6
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
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
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
《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
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残疾预防关系千家万户的幸福安
康。今年8月25日是全国第五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加强残
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当天，市残联将与有关单位合作，在天
塔举办残疾预防日宣传活动，呼吁市民提高残疾预防意识，提升
残疾预防能力。

据悉，活动将邀请“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时代
楷模、改革先锋张黎明，全国劳动模范孙长亭，奥运冠军魏秋月，著
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马志明等助力宣传。当天
20时至21时，将结合残疾预防宣传口号制作的宣传图片，通过
灯光秀形式在天塔塔身循环播放，并在“津云”网络平台直播。

同时，市残联与有关专业人士将在天塔西岸书斋进行“展
望‘十四五’规划，畅谈残疾预防”座谈。相关内容将在天津广
播电视台科教频道《我们同行》栏目、电台生活广播《共享阳光》
栏目播放。

本报讯（记者陈璠）昨天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调价信
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
机制，决定自2021年8月23日24时起下调成品油价格。

按照国家规定，我市89号汽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
由8750元调整为8500元，下调250元；0号柴油（标准品）每吨
由7750元调整为7505元,下调245元。其他品质汽、柴油最高
零售价格也相应调整。我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
分别为：89号汽油6.35元，下调0.18元；92号汽油6.84元，下调
0.20元；95号汽油7.23元，下调0.21元；0号柴油6.48元，下调
0.21元。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张肇欣表示，此次调价后，车主出行
成本有所降低。以油箱容量为50升的普通轿车为例，加满一箱
92号汽油较之前少花10元左右。以物流行业月跑10000公
里、百公里油耗38升的斯太尔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
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节省399元左右。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刚刚进入
处暑节气，津城还处于闷热之中，就迎来了
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处暑虽意为“出暑”，是炎热离开的意
思，但暑气并不会立刻消退，昨天上午，闷
热感依然明显。截至昨天14时，我市各区
气温还保持在30℃上下。

处暑这天，降雨也赶来“报到”，中央
气象台昨天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23日14时至24日14时，我国包括
天津中北部在内的部分地区将有8到10
级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同时，包括天津

在内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
时雨量20到 60毫米，局地可达70毫米以
上。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午后
至夜间。

昨天下午，我市出现了分散性阵雨或雷
阵雨天气。截至昨天下午16时，全市平均
降水量为9.7毫米，市区平均降水量为15.0
毫米，最大降水量为44.6毫米，出现在南开
区华苑小区。昨天夜间还有雷阵雨天气过
程，并伴有局地短时强降雨和7级左右短时
大风，降雨过后，今天天气多云转阴，最高气
温30℃。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公交
集团了解到，随着葛万公路万家码头桥梁
结束施工恢复通车，昨天起，因施工改道的
公交161路恢复原线路运营。

161路恢复原线路运营后，双向恢复
停靠万家码头、中塘村、黄房子、双闸、中塘
镇政府、正兴里、张港子路、中塘示范镇、大
安村站。

本报讯（记者张璐）日前，滨海高新区
组织开展“中国信创谷”重点区域城市设计
方案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公开竞赛，最高奖
励120万元。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设计团
队（建筑、规划、景观）和机构开展城市设计
方案竞赛，汇集全球智慧，集思广益、博采
众长，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升级版，全
力建设“中国信创谷”。

近年来，天津滨海高新区通过实施
“主体引聚、平台搭建、场景驱动、金融赋
能、群体突破”五大工程，构建政产学研用
金服一体化联合创新生态，规划建设“中
国信创谷”。据了解，本次城市设计方案
征集立足于推动“中国信创谷”规划建设，
为国家建设网络强国贡献天津力量，为天
津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
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探索高新方案。规划
设计以“中国智造、信创样板”为目标愿
景，提出“中国信创谷”未来发展的新模
式，描绘发展蓝图，业态策划与空间规划
相结合，打造“信创产业的培育摇篮，信创
技术的实践沃土”。

■本报记者胡萌伟

昨天上午，随着挖掘机的缓缓启动，位
于鞍山道和嫩江路交口的和平区老旧小区
更新改造工程嫩江路片区项目正式开工，
作为天津市市区首个城市更新项目，嫩江
路片区的更新改造将从根本上改善86户、
300余名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
“嫩江路片区项目包含2栋楼的更新

改造，以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每家每户都
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生活非常不
便。此次我们将在不改变原有规划线的基

础上，通过重新建造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给居
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更新改造后，每家
每户不仅将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还将
安装地采暖。”天住集团所属天住总包公司
嫩江路片区项目经理李培表示，目前现场工
人有30名左右，到9月底进行主体结构的时
候，各种工种穿插作业，预计现场工人将达到
200人。项目计划年内实现主体竣工，明年5
月交付。

和平区住建委副主任张华刚介绍，通过全
面摸底，目前和平区非成套老旧房屋有将近
130万平方米，除去位于五大道风貌建筑区域

内的50余万平方米，还有70余万平方米，而
这70余万平方米的更新改造就是摆在眼前的
工作重点。“所谓非成套老旧房屋，就是不符合
现代生活方式、距离百姓居住需求有明显差距
的老旧房屋。目前来看，大拆大建的思路已经
越走越窄，结合外地的一些经验，我们尝试城
市更新的方法。按照房屋状况、百姓诉求等轻
重缓急因素，和平区已经确定了包括嫩江路片
区、解放路片区等在内的8个老旧小区更新改
造试点片区，总建筑面积为6万余平方米。其
中解放路片区也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将于近期进场施工。”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加强我市房地
产开发企业诚信体系建设，促进房地产开
发行业健康发展，日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印发《天津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理办
法》，自2021年10月1日起试行。房地产
开发企业发生质量事故、未取得商品房销
售许可证擅自销售、违反房地产市场调控
限购政策规定、未按规定移交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等不良信用信息都将被减分。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家及我市关于
加强诚信体系建设要求，深入推进“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发挥信用在创新监管机
制、提高监管效能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让守

信者一路绿灯、失信者处处受限，形成行业
内成员诚实守信的正确导向，我市相关主
管部门制定了《天津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
用管理办法》。该办法适用于在我市行政
区域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的所有房
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需要填报
本企业的基本信息、开发经营信息、良好信
用信息。
根据管理办法，信用评价满分为1000

分。其中企业基本信息600分，开发经营
信息200分，良好信用信息200分。不良
信用信息为减分项。信用分值=基本信息
分值+开发经营信息分值+良好信用信息

分值-不良信用信息分值。
企业的信用等级分为A级、B级、C级、D

级、E级五个等级。其中信用分值850分以
上的企业评为A级企业；信用分值700分至
850分的企业评为B级企业；信用分值550
分至700分的企业评为C级企业；信用分值
400分至550分的企业评为D级企业；信用
分值400分以下的企业评为E级企业。

如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本企业的信用评价
结果存在异议的，可以向市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提出更正或撤销有关信息的书面申
诉，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相关信息提供部
门在接到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转交

的申诉材料后2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并将
核查结果告知市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和申诉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根据核
查结果，决定是否对相关信用信息予以调整。

对信用良好的企业，我市将从优先办理
审批手续、优先受理提取监管资金申请、优先
推荐参与评优评先、免予资质动态核查等方
面进行奖励。对失信企业，相关部门将采取
加大日常监管力度、提高检查抽查的比例和
频次、约谈其主要负责人、从严行政审批、对
商品房预售资金从严监管、不推荐评先评优、
记入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及实际
控制人个人信用记录等惩戒措施。

市区首个城市更新项目正式开工
更新改造和平区嫩江路片区 年内主体竣工 明年5月交付

日前，我市河东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址正式投入使用。服务中心对外办理业务区域分为投资项目、行政审批、交管业务、引资惠
企、公安业务、开办企业、企业开办线上自助、企业开办线下帮办和综合咨询9个服务区，共有18个窗口投入使用。服务中心同时开
通了老年人绿色通道，可提供无障碍信息服务。 本报记者吴迪通讯员刘泽瑞摄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上公布了《市场监管总局关于5批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
通告》，根据通告，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抽取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茶叶及相关制品、乳制品等21
大类食品248批次样品，检出粮食加工品、食用农产品和糕点
3大类食品5批次样品不合格。其中涉及我市1批次食用农
产品。

监督抽检发现的主要问题是，农药残留超标、食品添加剂超
范围超限量使用等。其中1批次不合格食用农产品为天津滨海
新区高新区舒心叶蔬菜销售店销售、来自天津滨海新区小刘蔬
菜配送的长豆角（豇豆），其中克百威、灭蝇胺残留量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属于农药残留超标。

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总局已责成北京、天
津、内蒙古、吉林、浙江、安徽、河南、宁夏等省级市场监管部
门立即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查清产品流向，督促企业采取下
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措施控制风险；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
从严处理。

处暑至降雨来

左图：昨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雨让不少市民猝不及防。 本报记者吴迪摄

加强残疾预防 促进全民健康

天塔明晚为残疾预防日点亮

92号汽油每升下调2角
50升油箱轿车加满油较之前少花10元左右

全力建设“中国信创谷”
重点区域城市设计竞赛启动

道路施工完毕

161路恢复原线运营

蓟州区治理黑臭水体

整治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实习生张宝禧）
蓟州区多措并举，积极开展黑臭水体整治，
截至目前，该区黑臭水体整治主体工程全
部完工。

据了解，该区针对性地持续开展黑臭
水体整治工作，共摸排问题点位178处，其
中坑塘166处、河道沟渠12处。目前，黑
臭水体整治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完成效果
评估，向社会公开整治结果，接受群众监
督。同时，积极推动河湖长制“有能有效”，
组建93人巡查队伍，采用包保责任制，明
确专人专村巡查督导，每月对巡查结果进
行通报，督促镇乡整改提升。

今年以来，该区共巡查问题河湖点位
4374 处，已完成整改 3994 处，整改率
91%。累计排查河湖总数2411条段（个），
其中，河道385条段、坑塘2026个，发现存
在水环境问题164处，共清理水面漂浮物
7212.42平方米、堤岸垃圾808.88立方米、
堤岸非正规垃圾堆放点3个、旱厕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