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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7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9月4日18时至9月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周降雨大风拉开序幕

周内最高气温不超30℃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9月7日是全市公仆接待日，当天
9:00-11:30，全市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
线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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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市政府办公厅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名

邱振刚
戴 雷
陈 宇
刘冬云
王 晨
于振江
沙 红
刘玉明
李 健
涂 强
胡永梅
李维东
王欣耕
于学生
曲海富
董绍英
魏 力
王剑锋
王 岩
孙连凯
刘丽红
邢立华
张少军
高明兴
郭福吉
唐连蒙
吴光亮
孙长国
梁益铭
康书祥
何 鹏
赵金恒
焦文胜
李培志
王迎秋
裴连军
曹 崧
李嘉铭
王 杰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戴召武

职务

二级巡视员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总工程师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副书记
二级巡视员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3019
82966000
29245767
59588000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01101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55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2021年9月7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日前，我市16

个区公布了第一批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
托管账户公示名单，共2950家。随后，和
平区发布了第二批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
托管账户公示名单，共4家。截至目前，我
市共发布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托管账户
公示名单2954家。

其中，滨海新区722家、和平区214家、
河西区178家、南开区191家、河东区114
家、河北区 121家、红桥区 65家、北辰区
121家、西青区108家、津南区188家、东丽
区191家、武清区283家、宁河区60家、宝
坻区140家、静海区198家、蓟州区60家。

根据市教委、市金融局、中国人民银行

天津分行、天津银保监局共同制定的《天津市
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校外
培训机构应在我市范围内选择1家银行，开
立唯一的学费专用账户，向学生收取的学费
应缴入专用账户管理。

我市教育部门再次提醒：为孩子报名
参加培训的家长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校

外培训机构，同时签订正式培训合同，索要
以机构名义开具的发票等消费凭证并妥善
保管，通过正规渠道缴费。要选择已在银
行开立唯一学费托管专用账户的校外培训
机构，通过学费托管专用账户缴纳费用，不
要通过个人微信、个人支付宝转账等方式
缴费。

本报讯（记者 陈璠）科技创新能
力决定着一个区域的发展速度。今年
以来，天津港保税区持续打造科技企
业中坚力量，已有237家企业获得科
技领军（培育）、瞪羚、雏鹰企业认定，
涵盖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等区域主导产业。这些
兼具成长性与创新性的科技型企业成
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据了解，为更好营造科技企业
生长环境，保税区参照我市和新区
相关政策制定了《天津港保税区关
于加快新动能引育支持科技型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形成支持
科技型企业高质量发展的13条政策
体系，编制自主创新产业规划，进一
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沃土。与此同
时，保税区建立了“雏鹰企业—瞪羚
企业—领军企业”梯度培育机制，实
施科技创新攻坚计划，坚持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优良的创新
创业生态。

新动能引育是加快区域发展的重
大机遇。截至目前，以科技企业为主
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占全区规上工业
增加值的比重达到33.5%。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9月4日18时至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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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4日18时至9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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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331例（中国籍295例、菲律宾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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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马来西
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治愈出院292例，
在院39例（其中轻型10例、普通型29例）。

第33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
第326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转归，9
月4日胸CT示：新发双肺上、下叶炎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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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9月4日18时至9月5日18时，我市无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
染者332例（境外输入327例），尚在医学
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
察276例、转为确诊病例42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83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第3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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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
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301人，尚
有18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韩雯）今后，预约申
请婚姻登记又增添新渠道。昨日从市
民政局获悉，由民政部开设的“民政
通”已实现天津用户在线婚姻登记预
约服务。

据了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
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
服务平台建设工作部署要求，民政

部开设“民政通”，便捷广大人民群
众在移动端查询、办理民政业务。
目前，“民政通”已开通天津、河北、
河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和西藏等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婚姻登记预
约服务，其他省份正在陆续开通
中。“民政通”由App客户端（包括
IOS、安卓2个版本）、百度小程序和
微信小程序3部分构成。

本报讯（记者 韩雯）又是一年开
学季，各个大学陆续迎来新生，而对
于大一新生来说，除了迎接崭新的
学习和生活外，还要面对各种考验，
特别是如何鉴别不法分子的花言巧
语，不被他们精心编造的谎言蒙
蔽。我市警方总结出一份开学季防
骗指南，希望大学新生都能引起注
意，避免“踩雷”。

骗术一：热情帮忙，拎走行李一去不回

骗子“欺负”新生人生地不熟，在
车站、学校门口冒充新生接待员，“热
情”地帮忙看管行李箱等物品，再“调
虎离山”，借机偷走行李。

防范措施：当陌生人过分热情时，

要保持警惕，个人物品不要轻易离身。

骗术二：冒充老乡，谈笑间盗取钱财

刚入学时，新生互不认识，骗子正
是利用这一点，装扮成新生或者老乡，
和学生套近乎，骗取他们的信任，并趁
机盗走学生财物。

防范措施：切勿轻信未经确认身

份的陌生人，交谈过程中勿忘防盗。

骗术三：寝室推销，假冒伪劣需防范

寝室推销是新生经常遇到的骗
局。骗子所推销物品多与新生的学习
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廉价文具、手机、
电脑之类。此类推销的产品多为假冒
伪劣产品，一旦售出很难再联系上推
销者，更不会有相应的售后保障。

防范措施：对陌生推销者的花言

巧语不要轻信，买东西时最好到学校

内外的正规超市购买。

骗术四：诈骗电话，骗取个人隐私及财物

大学新生通常在非正规经销处购
买电话卡后，接到一些诈骗电话或垃圾
短信。有的以资助新同学学费、生活费
等为由，骗取银行卡密码。还有的打电
话自称是教育部或校方，以返还学费等
为名，让学生提供卡号、密码。

防范措施：对自己的隐私要严格保

密，不要轻易向无关人员透露，不要轻

信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遇到不明情况

及时向可信机构咨询或者及时报警。

骗术五：虚假承诺，谨防落入中介陷阱

不少新生入学后都会尝试寻找兼
职勤工俭学，但个别不正规的中介中
心却以几十元中介费承诺提供家教及
其他打工机会，但可能你只试教一次
或上了一次班，便以各种理由辞退了，
这是常见的伎俩。

防范措施：新生入学应先适应校

园生活，不要轻易相信各种招聘机构

的承诺，不要随便交纳各种中介费用，

遇事多向老师或家长请教。

骗术六：编织谎言，蒙骗家长急需汇钱

骗子用骚扰电话迫使新生关机，
假称是同学或者老师给家长打电话，
说孩子生病或出车祸需要汇钱。

防范措施：遇到此类情况，家长应

先与孩子本人或辅导员及相关部门联

系，核实真假，切勿慌乱，匆忙汇钱。

骗术五花八门，但万变不离其宗，
最终目的就是骗钱。警方献上终极防
骗秘诀：来路不明的转账及汇款要求，
一定要拒绝，并立即报警！

本报讯（记者 姜凝）全国教育科
学“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课题立项
名单近日公布，共452项课题获立项
资助，我市共有15个项目获得立项，
包含国家一般项目1项、国家青年项
目1项、教育部重点项目7项、教育部

青年项目6项。
据统计，此次立项名单中，从申报

人工作单位来看，获批立项项目最多
的高校是天津师范大学，共计6项；其
次是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天津工
业大学，分别获批3项和2项。

“六个骗术”+防范措施
我市警方为大一新生送上开学季防骗指南

“雏鹰”展翅“瞪羚”加速
237家保税区企业获科技领军（培育）、瞪羚、雏鹰企业认定

疫情快报

一周天气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在上周末断
断续续的降雨过后，本周初还将有分散
性降雨。周内将迎来“白露”节气，秋天
的特征也将愈发明显，最高气温将不会
超过30℃。

本周伊始，依然以降雨拉开序幕，昨
天夜间到今天白天仍有小雨天气过程。
同时，今天风力较大，天津海洋中心气象
台昨天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
计今天白天风力将加大到7到8级，阵风
9级。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昨
天还发布风暴潮Ⅳ级警报（蓝色）。伴随
较强风力，气温也会波动下降，今天最高
气温将降至23℃。本周中后期，气温回
升，但周内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

本周进入“白露”节气。“白露”期间
基本结束暑天闷热，尤其是北方天高云
淡、气爽风凉，一年中最舒爽的时节就要
到来了。

养老护理“大练兵”

婚姻登记预约增添新渠道

“民政通”已上线！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泰
达控股在持续做强城市综合开发主
业方面又迈出了关键一步——成立
了天津泰达城市综合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此举对泰达控股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定产城融合战略发展方
向，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意义
重大。

我市15项目获国家教育科学课题立项

泰达控股成立城市综合开发投资集团

日前，第二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

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天津赛区市级公办

养老机构选拔赛在市失智老人康复中心举行，

来自市养老院、第三老年公寓等五家公办养老

机构的养老护理人员通过理论与实践操作考

核，提升养老护理水平。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2954家校外培训机构公示资金托管账户
教育部门提醒：家长一定要签订正式培训合同，并通过正规渠道缴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