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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家津企入选工信部“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津城高效扶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区公布90家校培机构“黑名单”
教育部门：慎选“未签署预收费托管协议机构”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连日来，我市16个区相继公布了
校外培训机构学费资金托管账户公示名单，共3000余家。近
日，部分区开始陆续发布“未签署预收费托管协议机构名
单”。截至昨天，和平区、津南区、武清区、宁河区共公布“未签
署预收费托管协议机构”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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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教育部门提醒：家长为孩子报名参加培训要通过正
规渠道缴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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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签署
预收费托管协议机构”要慎选。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昨天
从市人社局获悉，市人社局、市财政
局、市教委发布《关于建立天津市高校
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的通知》和
《关于印发〈天津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
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评审办法（试
行）〉的通知》，明确2021年度高校毕业
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开始申
报的相关事项，审定通过的项目可获6
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资金资助。

按照《通知》要求，2021年9月15
日前，在校生创业项目（含在高校众创
空间中注册的毕业生项目）向本校就
业指导部门提出资助申请；毕业生创
业项目向所在区人社局提出资助申
请；优秀就业项目和创业大赛获奖项
目向市就业服务中心提出资助申请。
“在资助等次、数量及标准方面，

大学生创业项目分为三个等次。”市
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第一等次，不
超过10个，每个资助6万元；第二等次，

不超过20个，每个资助4万元；第三等
次，不超过30个，每个资助2万元。创
业大赛获奖项目根据2021年天津市
‘海河英才’创业大赛方案设置的奖项
等次及奖励金额确定。”
《通知》提出，大学生创业项目应

同时具备：企业法定代表人为毕业5
年内（以毕业证书时间为准）的高校
毕业生、我市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
（含坐落在我市的部属院校和河北工
业大学）在校生；在津创办的企业登
记注册满2年（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登记注册日期为准），不满5年；在职
职工不少于5人，用工稳定，无裁员
情况。

优秀就业项目应同时具备：在我
市登记注册满3年，近3年（自然年）吸
纳毕业2年内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不
低于20人的企业；用工稳定，近3年裁
员率低于5%或不超过30人，申报时高
校毕业生离职率不高于30%。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北京证券交易所
设立，将更高效地扶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更精准地解决科技型创业型成长性中小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记者昨天从市工
信局获悉，今年，我市新增市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197家，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89家，日前，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壹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15家企业被
工信部列入“建议支持的第二批第一年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加上列入
建议支持的第一批第一年名单的21家企
业，全市列入该支持名单的企业已有36家。

培育发展市场前景好、创新能力强、发展
潜力大的“种子企业”，鼓励、引导、培育“种子
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天津一直在努

力。市中小企业信息融资担保中心主任杨东
祥介绍，今年我市培育的89家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中，有15家是该担保中心扶持
的企业，这15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累计从担保中心获得融资担保贷款4.6亿
元。杨东祥告诉记者，2019年，担保中心推出
创新融资担保产品“专精特新贷”，并通过新

型“政银担”合作模式，引导金融资源向“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聚集。在此基础上，着力在便
捷化上做好文章，在专业化和高效化上下足
功夫，高效审批，限时办结，为“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实行“一企一策”专项融资担保服务，
助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壮大。

年初，我市专门制定《天津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方案》，首批139家企
业8月初入选天津市“专精特新”种子企业名
单，这批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电子、汽车、电
气机械、金属、非金属制造等行业的种子企业
将享受市区两级主管部门的精准对接服务，包
括政策解读、法律咨询、融资对接、人力资源、
企业家培训和市场拓展等，并可享受优先推荐
成为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资格。

市工信局工业中小企业服务发展处负
责人介绍，未来天津将以提高中小企业发展
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持续打造良好政策环
境；推动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合
作，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率，构建大中
小企业协调、产能共享、供应链互通的产业
生态，为中小企业提供“园丁式”服务，呵护
中小企业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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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2021年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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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83件。其中：滨海
新区 2389 件、和平区 389件、河东区 785
件、河西区771件、南开区898件、河北区
611件、红桥区323件、东丽区680件、西青
区819件、津南区866件、北辰区961件、武
清区797件、宝坻区880件、宁河区593件、
静海区907件、蓟州区6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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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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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市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97家，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89家。专门制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方案》

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专项资金资助开始申报

审定通过项目可获6万元至30万元资金资助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9 月 5 日 18 时至 9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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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 18时至9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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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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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例，在院38例（其中轻型9例、普通
型29例）。

9月5日18时至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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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79
例、转为确诊病例42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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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例无症状感染者、第317例无
症状感染者、第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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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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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9 月5日18时至9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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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记者在天
津市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
业联盟与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对接会暨
“科创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科技服务团
天津行上获悉，联想集团、京东物流集
团、天津理工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
大学正式加盟天津市高端装备和智能
制造人才创新创业联盟，标志着联盟
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根据《合作意向书》，联想集团将在
助力天津市制造业立市中充分发挥在
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基础和技术储备，
共同推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在制造业转型升
级领域的深化应用。在人才培养方面，
联盟支持联想集团与联盟内企业、相关
职业院校合作共建产业学院，围绕产业
需求共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高地，提
供支撑产业持续发展的人才战略储备。

此外，京东物流集团将充分发挥
京东智能产业园天津北辰项目优势，
对区域现代服务业、包装业、物流业
等周边产业产生持续带动作用，助力

地方现代服务业建设及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结合联盟内企业资源，发挥
京东物流供应链一体化能力和电商
经济优势，政企共建产教融合平台，
定制化培养供应链科技专业人才。
同时，联盟支持京东与联盟内企业积
极对接，将创新科技与多元场景有机
结合，助力联盟各行业企业实现物流
效率提升和智能化升级，加速供应链
现代化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升级。

据悉，去年12月15日，天津市高
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业联
盟在北辰区成立。联盟成立以来，参
盟各方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先后与
欧美同学基金会共同成立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基金，与河北工业大学共
同建设北辰智能装备研究院，与国研
智库携手共建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
人才创新创业园，累计实现科研成果
转化45项，有力推动了产业链、人才
链、资本链的深度融合，为高端装备
和智能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技术支持和资金项目支撑。

联想集团、京东物流集团加入
天津市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业联盟

强强联合携手抢占发展新机遇

连日来，随着新《安全生产法》的施行，我市各企业单位在该法施行前后以多种

形式加强职工安全生产教育。图为中铁上海工程局河东区津塘路造纸五厂项目部

开展安全培训活动，安全管理员指导职工进行洞口坠落事故VR模拟体验，增强职

工安全意识。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刘泽瑞 摄

生态城为引育新动能添动力

64家企业领到“高企服务券”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连日来，中新天津生态城64家企业
陆续领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服务券”（简称“高企服务券”）。
这意味着，企业在委托服务机构代为申报国家高企时，可使用
服务券作为补贴，省下一笔钱，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成本，为引
育新动能添动力。

生态城企业国网瑞嘉（天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主要从
事配网智能带电作业机器人的整机研发，目前已实现智能带
电作业机器人的批量生产和投用。得知生态城推出“高企服
务券”，企业第一时间与生态城科技局对接，了解申报要求、流
程及兑现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政策太及时了，有这样一种专门面

向企业发放的服务券，能实报实销，很周到。”该公司工作人员
韩艳超介绍，今年是他们第一次申报国家高企，就赶上了生态
城给“报销”这笔申报费用，让企业的信心和动力更足了。

据了解，“高企服务券”推出以来，生态城申报国家高企的
企业较去年增加了31%，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申报的积极性。

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2元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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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24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按照国家规定，我市89号汽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
每吨由 8500 元调整为 8640 元，0号柴油（标准品）每吨由
7505元调整为7645元,均上调1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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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 元，上调 0.10 元；92号汽油
6.96元，95号汽油7.35元，均上调0.12元；0号柴油6.60元，
上调0.12元。

VR模拟体验进工地

安全生产教育“落地”

本报讯（记者 张璐）日前，由天津市第
五中心医院与天九再生医学（天津）科技有
限公司共同打造的“产学研医”联合转化基
地正式揭牌。双方将发挥各自的优势，共
同深耕干细胞及外泌体等领域的技术创新
与临床转化研究。

据介绍，第五中心医院与天九再生医
学公司的合作，是滨海新区首次开启“产学
研医”新的合作模式，双方将聚焦干细胞新
药临床技术开发等高科技领域，在科研技
术交流、科技项目转化及人才培养等方面
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实现优势资源
共享。

新区首家“产学研医”

联合转化基地揭牌

疫情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