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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六10时试鸣防空警报我市出台“十四五”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一座天津城展现中国近代百年缩影
本报讯（记者 王音）市政府发布关于试鸣防空警报的公

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我市有关规定，我
市决定利用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日（2021年9月18日）试鸣防空
警报。试鸣防空警报时间为9月18日10时至10时30分。

警报试鸣信号分为预先警报、空袭警报和解除警报。届
时全市范围的固定警报、人防车载警报统一鸣响警报信号；电
视、手机短信同步发布提示信息；部分人员密集场所利用多媒
体警报报警设施同步示警。

警报试鸣期间，请全市各单位、全体市民和过往我市人
员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9月6日18时至9月7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9月6日18
时至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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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18时至9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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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例，在院36例（其中
轻型9例、普通型27例）。

9月6日18时至9月7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中国籍、几内亚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333例（境外输入328例），尚在医学观察12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279例、转为确诊病例42例。

第33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亚。
该患者自几内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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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9
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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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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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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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陈璠）
为推进“十四五”时期旅
游业高质量发展，更好
发挥旅游业在构建新发
展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由市发展改革委、市文
化和旅游局联合制定的
《天津市“十四五”时期
推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简称“《方
案》”）近日正式印发。
“十四五”期间，我

市将围绕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和升级改造，组
织实施一批高水平重
大项目，努力推动杨柳
青古镇、五大道文化旅
游区创建国家5A级景
区，在全市范围内计划
新增和改扩建项目 40
个，总投资 492 亿元。
到2025年，文化和旅游
业态显著丰富，品质明
显改善，市场份额稳步
扩大，城市形象和美誉
度进一步提升，将天津
建设成为展现中国近
代百年缩影的国际化
滨海港口城市。

一是优化文旅融合空间布局。构建
“一核一带两园三区六组团”的文旅融合发
展空间布局。推动古文化街景区、意式风情
区等景区提升改造，打造高水平海河游线
路。打造国际一流亲海亲水生态休闲旅游
目的地，建设世界海洋旅游文明度假湾。依
托盘山、梨木台、翠屏湖等自然景观，发展生
态休闲度假旅游和观光农业旅游。

二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新建改扩建
游客服务中心不少于25个，增强游客综合
接待服务能力。新建改扩建通景道路3条，
进一步提升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通达条
件。新建改扩建旅游景区停车场不少于20
个，根据需要在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停车场
配建相应的充电设施。新建改扩建旅游公
共厕所70个，逐步解决旅游厕所不足问
题。推动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天津市大
运河文化博物馆、天津市大运河海河文化旅
游带拓展提升改造及黄崖关长城保护展示
提升等项目建设，进一步增加旅游资源。

三是大力推进提档升级。围绕“吃、
住、行、游、购、娱”，打造天津特色旅游消费
新场景，组织开展“I·游天津”旅游季系列活
动，策划开展“年味天津”主题活动，丰富优
质旅游产品供给，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计划新增3A级旅游景区10个，新增
4A级旅游景区5个，力争新增5A级旅游景
区2个。建设杨柳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
标志性项目，打造大运河上闪亮的“明珠”。

四是培育旅游新业态新模式。建设蓟
州区下营镇体育健康特色小镇、天津广播电
台战备电台旧址红色旅游爱国基地、蓟州区
梨木台森林康养基地等项目，推动旅游多领
域、多业态、多层次发展。以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为契机，强化我市冰雪旅游优质产品供
给，支持蓟州区发挥冰雪旅游资源优势，指导
推动相关企业结合市场需求，逐步完善冰雪
旅游服务设施。结合发展房车营地、户外度
假探险、低空飞行、水上运动等旅游新业态新
项目，促进旅游装备制造业发展。鼓励在海
河下游建设集帆船、帆板、皮划艇、龙舟及相
关运动装备制造、体验、批发销售、私人定制
于一体的水上休闲运动装备产业基地。

五是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在A级及以
上景区全面实行分时预约限流制度。引导旅
游景区开发基于5G、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
工智能等技术的数字化体验产品，以及电子
地图、线路推荐、语音导览等智慧化服务。建
立健全我市旅游信息综合发布平台和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完善交通气象、门票预约、
开放时间、实时流量、投诉举报等信息动态发
布，为游客提供及时便利的公共信息服务。

六是加大城市旅游推介营销。用好京津
冀区域内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为过境游客
制定旅游路线，吸引外国游客在津旅游消费。
围绕近代文化、长城、大运河、红色文化、冰雪
体育、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特色旅游产品，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举办特色旅游活动，加强旅
游宣传推介，讲好“天津故事”，打造旅游网红
打卡地和聚客锚地。

七是加强文旅融合要素建设。打造
天津特色餐饮、津味小吃、农家美食，延伸
旅游消费链条。支持连锁酒店、主题酒店、
度假村、房车营地、民宿等多种旅游住宿接
待设施建设，推进星级饭店评定。扩大“泥
人张”“杨柳青年画”等老字号企业品牌知
名度，培育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吸引游客
的特色消费类产品。提升“天下·盘山”等
特色演出活动，发挥专业艺术院团和民间
演出团体优势，鼓励推出精品演艺节目、天
津特色曲艺和沉浸式演出，丰富休闲娱乐
活动。

八是完善配套优惠政策。制定实施天
津市“十四五”时期支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措施。对生产经营困难的旅游企
业，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工会讨论通过，可申
请将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降低至5%以下或
者缓缴。对旅行社设立许可实行告知承诺
审批。

九是加强要素支撑。适度扩大旅游
产业用地供给，优先保障旅游重点项目和
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用地。对我市优质文
旅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畅通直接融资
渠道。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和服
务，加大对我市文旅产业的信贷支持力
度。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景区经营企业以
门票等未来收益权作为质押，通过动产融
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办理质押登记进行
担保融资。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近日，《2020
年度天津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在津发布（以下简称《报告》）。《报告》
主要围绕互联网基础建设、网民规模及
结构、互联网应用发展、互联网政务发
展、产业与技术发展和互联网安全等六
个方面，通过多角度、全方位的数据展
现，综合反映2020年天津市互联网发展
状况。

互联网普及率达81.4%

手机设备最受网民青睐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天津
市网民规模为1274万，较 2020年 3月新
增9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81.4%，较2020
年 3月提升6.2个百分点，较全国互联网
普及率（70.4%）高11.0个百分点。从网民
属性来看，天津市互联网用户的性别比
例和年龄结构较为均衡，呈现出网络用
户大众化的分布趋势。从接入环境来
看，手机作为天津市网民的首要上网设
备，使用比例达99.5%，较2020年3月增长
0.8个百分点；网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
到29.3小时。

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

网络管理工作日趋完善

从互联网基础资源情况来看，天津市IPv4
地址数量为408.7万个；基础电信企业互联网省
际出口带宽26074.2Gbps，较2019年扩容了近
4331.0G，同比增长19.9%；100Mbps以上宽带
用户占比96.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9.9%）；光
纤接入（FTTH/O）用户规模达516.1万户，占固
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的96.5%。截至2020年
12月，天津已备案网站50764个，较2019年增加
3418个，同比增长7.2%；天津市网页数量为
52.27亿个，较2019年底增长19.4%。

互联网发展成果普惠民生

新兴行业领域崭露头角

在互联网使用情况方面，当地在线医
疗、旅行预订、网上外卖、网约车等O2O业务
的渗透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截至2020年
12月，天津市在线医疗使用率达35.2%，较全
国平均水平（21.7%）高出13.5个百分点；旅行
预订使用率达 46.6%，较全国平均水平
（34.6%）高出12.0个百分点；网上外卖使用率
达54.2%，较全国平均水平（42.3%）高出11.9

个百分点；网约车使用率达46.7%，较全国平
均水平（36.9%）高出9.8个百分点。此外，数
据显示，天津市远程办公的使用率达48.8%，
较全国平均水平（34.9%）高出13.9个百分点，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程办公软件迅速兴起，
广大网民对此的需求也明显升高。

打造数字经济新引擎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20年，天津市大力推动辖区互联网相
关企业发展，构建以飞腾、麒麟、360等企业
为代表的“PKS”生态体系，汇聚了天地伟业、
云账户、超算中心等一批大数据龙头企业，初
步构建起“滨海先行，辐射周边，以点带面，协
同推进”的数字经济发展态势。吸引阿里巴
巴、易华录、北大研究院等知名企业和研究机
构，投资建设阿里巴巴天津中心、数据智能联
合实验室、大数据可信共享联合实验室、天津
数据银行等项目，推动网信大厦、京东云、海
康威视、紫光云和华为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等
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服务百度（滨海）创
新中心等300多家企业落户滨海—中关村科
技园，逐渐形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
特色发展领域。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我市首
单中长期碳中和债券成功发行。发行人
是一家融资租赁公司——华能天成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债券募集金额10亿元，期
限3年，将有效助力融资租赁公司补充绿
色项目中长期资金来源。

这支名为“21天成租赁GN002(碳中
和)”的债券，得到了市场高度认可，票面利
率3.6%，较该企业上期常规绿色债券发行
利率下降160个基点，有效降低了碳中和

项目融资成本，为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
有力金融保障。在具体投向上，发行人方面
表示，将本次募集资金全部投放于节能环
保、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项目建
设及置换前期相关贷款，进一步扩大绿色低
碳领域资金投入规模。

本次债券主承销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积
极落实人行工作要求及中介机构职责，结合发
行人特点合理设计融资方案，优化行内流程，
提高服务效率，大力协调内外部资源助推债券

发行成功。天津银行则积极参与绿色债券投
资，进一步提升了本次债券的发行成功率。

记者获悉，今年以来，按照人民银行及天
津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人行天津分行深入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通过出台政策文件、深化发行促进、组织
业务培训和调研完善制度等措施，充分发挥
债券市场融资优势，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的
资金支持。人行天津分行将继续宣传推广绿
色债券、碳中和债券融资政策，联合金融机构
主承销商加大对符合条件企业的发行辅导工
作力度，拓宽我市绿色项目支持资金来源渠
道，助力天津绿色经济发展。

我市首单中长期碳中和债券成功发行

和平区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2020年度天津市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截至2020年12月——

我市网民规模为1274万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9月4日和5日，全市迎来“双减”
政策落地后的首个新学期周末。和平区教育局对全区130余
个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全覆盖式检查。昨天，该局对检
查中发现存在各类问题的5个机构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负责人
进行了单独约谈，向5个机构亮出黄牌警告。

为切实做好机构办学行为规范治理工作，和平区教育局建
立了《和平区校外培训机构“双减”工作重点监督台账》。昨天，
被约谈机构当场签署约谈记录书，作出相关承诺，区教育局将上
述机构全部纳入重点监督台账，并对其黄牌警告情况进行记录。

和平区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检和重点监管，对违规情节严
重，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或已经被黄牌警告，仍然拒不整改的
机构，将坚决“亮红牌”，严肃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大环境。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围绕“质量月”主题，市市场监管
委昨天发布2021民心工程电梯维保质量抽查阶段性成果，目
前已完成996台电梯维保抽查，曳引、强制驱动乘客电梯不合
格项主要为层门与立柱间隙过大等。

电梯维保质量抽查是今年市政府20项民心工程之一，为
落实好民心工程，不断提高电梯维护保养质量，保障电梯安全
运行，市市场监管委从5月起到今年年底前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2021民心工程电梯维保质量抽查。电梯设备与群众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市场监管部门在工作中经常接到群众反映电
梯故障率较高、存在安全隐患的诉求和呼声。为此，电梯维保
质量抽查，主要抽查电梯类型包括曳引驱动、强制驱动、液压
驱动乘客电梯，以及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抽查重点分为
住宅小区和其他重点区域，其中住宅小区包括老旧住宅小区，
电梯故障投诉举报率高或市民反映较强烈、使用年限超过15
年以上、超过9层的高层建筑住宅小区，纳入按需维保电梯试
点改革的小区；其他重点区域包括人员密集的大型商业综合
体、超过9层的高层商业办公体（含商住一体）、机场、车站、地
铁枢纽、医院、学校、养老服务机构。

按照计划，年底前需完成1005台电梯抽查。截至目前，
已完成996台电梯维保抽查。其中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为
121台；曳引、强制驱动乘客电梯为875台，使用10年以上电
梯数量为399台，涉及维保单位240家，使用单位388家。

从目前初步统计看，曳引、强制驱动乘客电梯不合格项主
要体现在层门与立柱间隙过大、轿厢平层精度超过允许范围；
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主要不合格内容为梯级与围裙板间距
超标。全部抽查结束后将以文件形式向公众予以公示。

电梯维保质量抽查结果发布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
获悉，9月17日晚7时，我市将在武清区佛罗
伦萨小镇举办“首届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
季”开幕式。目前，购物季已吸引全国80多
个奥特莱斯项目报名参与，包括全国型奥莱
运营商首创集团、王府井集团、意大利RDM
集团等。

本次全国奥特莱斯时尚购物季是在加
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背景下举办的全国性奥特莱
斯促销活动，由中国商业联合会主办，市商
务局与武清区政府共同支持，天津市商业
联合会、佛罗伦萨小镇协办。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奥特莱斯
在聚集优质国际品牌资源、打造新型消费
商圈、提升消费能级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
我市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组织武
清区佛罗伦萨小镇、滨海新区友阿奥特莱
斯、空港新燕莎奥特莱斯、静海团泊启彩奥
莱及各大商业综合体举办多种形式的打折
促销活动，实现以节兴市、以节兴商、以节
聚势，满足消费者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助力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奥莱购物季下周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近日，天津市
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人才创新创业联盟与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签署合作意向书，将进
一步推进天津市“科创中国”城市（园区）建
设，服务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培育经济新增
长点、壮大发展新动能，加快区域制造业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发展，为高端
装备智能制造产业提供务实有力的技术和
人才支撑。

根据协议，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将充分
发挥人才、科技、组织等独特优势，聚焦天
津市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相关产业创新发
展，在高端学术引领、技术服务、科技决策
咨询、科技成果引进与转化、项目推介、人
才培养和高端人才举荐、技术标准制定等
方面为联盟提供支持。同时，联盟将积极
协调推动天津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支持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开展相关活
动，搭建高效合作平台，努力把科技智力资
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

科技资源优势“智助”津城

日前，河东区益寿里菜

市场建成并投入使用。该

菜市场将原有厂区厂房进

行改造、加固、规划形成面

积近万平方米的综合性菜

市场。市场分为室内和室

外区域，设有平价早市、便

民超市、餐饮区、公益爱心

摊位、果蔬区和生鲜区，可

满足周边近8万余居民的生

活需求，为市民的“菜篮子”

带来全新的体验。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家门口的
“便利”

全市稻渔综合种养达50万亩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眼下已进入小站稻灌浆期，稻穗
在微风中摇曳，稻田里的螃蟹在水中不停地觅食，再过一个多
月，水稻将收割，河蟹将上岸，“一水两用 一地双收”的立体种
养丰收景象就将呈现在眼前。今年全市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
到50万亩，每亩稻田河蟹平均产量可达到15公斤左右，将成
为富有天津特色的农村产业振兴示范模式。

为支持稻渔综合种养，发挥示范基地引领作用，市财政对
全市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项目给予补助，每亩最高补助
200元，补贴内容包括稻渔工程、苗种和饵料等费用。2020—
2021年，市财政局总共安排资金2000万元，支持建设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基地1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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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12356123568282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第2021240期3D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派奖奖金余额：63185646318564元

单选
组选三

1500元
500元

191注
540注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102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4 05 15 09 27 30 09

全国投注总额：3578534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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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注
236注
3484注

133111注
1938593注
14065408注

5285653元
51441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59901976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