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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天津市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17条重磅措施

力争基本建成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智能水表守护老人安康
——市自来水集团试点用水监测预警系统受欢迎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107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530021917 03 01

全国投注总额：367139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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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
151注
1967注
87514注

1471919注
8281192注

7867703元
16617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758280964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52期3D开奖公告

210
天津投注总额：117412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86注
1265注

1500元
252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派奖奖金余额：3108268元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日前，我市又一个重量级的规划——
《天津市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正式发布。未来5年，天津金融业发
展的目标更加清晰：力争基本建成
“服务实体有特色、监管稳定有成效、
改革创新有活力”的金融创新运营示
范区。到 2025年，金融改革创新能
力走在全国前列，在引领全国金融开
放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更大作用。

从数字上看，到2025年，全市本
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由2020年的34145
亿元预增至4万亿元，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从2020年的38859亿元预增至
5.2万亿元。在金融服务效能、区域金
融安全和金融改革创新等方面，都要
稳步提升。
目标明确了，如何落实是关键。

《规划》给出了17条重磅措施。首当
其冲的前3条任务，是强化了作为“一

基地三区”之一的金融业，对另外的一
基地二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
方国际航运核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
建设的服务功能。
天津“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津

城”“滨城”双城发展的战略。金融更
好地服务“津城”“滨城”，是题中应有
之义。第4条措施强调了“推动金融服
务成为‘津城’高端产业与城市发展服
务功能的重要名片”，“增强‘滨城’城
市综合配套能力”，支持自贸试验区
“提升金融创新运营示范能级”等。

天津金融业的靓丽名片融资租
赁，在接下来的5年里又会如何出彩？
“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飞机租
赁中心”，将“搭建租赁全产业链平台，
推动飞机资产境内外流动互通。助推
中国大飞机‘走出去’，提升中国制造
航空器的产业活力和国际竞争力。”记
者此前从融资租赁创新高地——东疆
保税港区获悉，眼下，相关的工作已经
在积极推进，一些创新业务已经陆续

绽放，甚至有了花团锦簇之态。在船
舶租赁方面，“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船舶租赁中心”，加快培育新市场，支
持有关平台对千亿海工装备进行整
合、租赁和处置，进一步聚集航运要
素，辐射产业链上下游及相关产业方。

一直以来，天津的融资租赁发展
环境备受赞誉，接下来的5年，我市还
将继续打造良好的生态，“对标爱尔
兰、新加坡等先进国家和香港等我国
先进地区，努力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
出口租赁、跨境租赁中心。”提升融资
租赁服务产业功能，进一步拓展高端
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租赁
业务，推动“租赁+保险”“租赁+担
保”“租赁+投资”等普惠金融服务模
式，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除了融资租赁，天津的商业保理
和股权基金在业内也颇具优势，“十四
五”时期将进一步提升它们的产业聚
集势能。基金方面，将“积极引进各类
股权投资企业和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总

部，支持境内外资本在我市设立股权投
资企业”，鼓励金融机构在我市投资或设
立股权基金和直接投资公司。对于商业
保理，将“全力打造行业聚集区”。记者
了解到，目前天津商业保理资产规模、业
务规模居于全国首位，已基本具备形成
国内行业高地的基础和条件。

17条任务措施中，还包括了优化跨
境业务推动外循环发展、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金融服务能级推动内循环发展、推
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大力发
展普惠金融、加快发展绿色金融等重要
内容，并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给予了
浓墨重彩地阐述，再三强调要“增强地方
金融监管力度”，“对非法金融活动零容
忍”，严厉打击“伪私募”，综合施策防控
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制定实施政府隐性
债务缓释化解中长期行动方案，加强中
小金融机构风险防控等。传递的信号很
明确：未来5年，我市各相关部门将倾心
尽力推进金融创新，毫不懈怠做好风险
防范。

疫情快报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我公司智能监测到您辖区内南
开区华苑街道安华里7-1-502的栗
君老人当前用水情况异常：一天内没
有用水，请您及时关注。”8月20日一
早，自来水收费员孙友龙的手机上收
到这样一条短信。

与孙友龙同时收到短信的，还有
华苑街道安华里的社区网格员和自来
水属地营销相关负责人。

栗大爷已经90多岁。收到信息
后，社区网格员很是担心，第一时间上
门查看，并通过与老人女儿取得联系
得知，老人回老家去了，所以家中没有
用水信息，原来是“虚惊一场”。

能够发现这场“虚惊”，靠的是天
津市自来水集团推出的“智能水表监
测，守护老人安康”服务项目，为独居
老人安全居家多加一层保障。
“要是在家里磕着碰着了，可能就

没法通知别人。”随着年龄增长，南开
区华苑街道安华里社区的张大爷对独
居老人在家的生活状态产生担忧。

在南开区华苑街道，60岁以上的
老年人超过8000人，其中独居老人比
重超过三成。街道已为部分高龄、失
能独居老人安装了呼叫器、远红外感
应器等设备，但独居老人数量多，生活
中遇到突发情况多，街道希望能有更
多手段有效掌握独居老人情况。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中，作为华苑街道党工委党建共建单位，
市自来水集团与街道，在安华里社区试
点推广“智能水表监测，守护老人安康”
服务项目。这是市自来水集团开发的一
套用水监测预警系统，只要老人家中安
装了智能水表，开通这项业务后，智能水
表每2小时对用水数据进行一次采集上
传，经过供水企业大数据分析，如果老人
24小时用水量为0或者大于1吨时，就
判断为“异常”，后台系统自动发出预警。
“预警信息会同时发给‘三个人’：社区

网格员、自来水收费员、自来水属地营销
相关负责人，社区网格员会第一时间到老
人家中排查风险。”天津市自来水集团有
限公司第四营销分公司副经理陈鑫介绍。

为了实现点对点精准服务，该项目
需在后台系统掌握老人姓名、电话等信
息，而这些信息的采集需征求老人和其
家属同意。市自来水集团和华苑街道联
合成立工作专班，对近百位有开通业务
需求的老人，一对一沟通服务。
“征得老人和其子女同意，我们会把

相关信息和市自来水集团共享，市自来
水集团也会对这些独居老人进行重点监
测。”南开区华苑街道安华里社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目前，市自来水集团在全市16个社
区进行了该项目试点，24户独居老人第
一批纳入监测范围，还有500多户独居
老人将陆续接入系统，该项目也将在全
市推广。
“有了智能水表，就能随时给准备帮

助我们的人提供第一手信息，这是对我们
老人办的最实在的实事。”南开区华苑街
道安华里社区一位老年居民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9月15日，
由驻津央企中交一航局承建的我国南
北两条跨海沉管隧道再次迎来双“管”
齐下的历史性时刻。世界最长最宽的
钢壳沉管隧道深中通道第12管节与第
11管节顺利对接，建成隧道长度突破
2000米大关；我国北方首条大型沉管
隧道大连湾海底隧道第9管节完成安
装施工。

15日凌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交
通枢纽深中通道工程，经过25小时连
续施工作业，顺利完成第12管节安装，
至此建成沉管隧道达2062.3米，工程建
设取得里程碑式进展。15日上午 10
时，随着大连湾海底隧道工程信息化指

挥中心一声令下，大连湾海底隧道第9
管节启动安装施工，安装完成后，该工
程海底段建成长度达1575米，超过沉
管段总长度3035米的二分之一，整个
沉管安装施工工程过半。

2020年12月9日，深中通道第6管
节和大连湾海底隧道首节沉管完成同
日安装，创造了我国乃至世界跨海沉管
隧道建设领域前所未有的历史。本次
两大超级工程再次双“管”齐下，再创世
界跨海通道建设领域的新纪录，彰显了
我国在跨海通道建设中强大的综合协
调、资源统筹及科技研发实力，有力推
进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交
通发展。

驻津央企承建工程再创纪录

我国南北两条跨海沉管隧道同日双“管”齐下

9月18日18时至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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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9月18日18时至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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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18时至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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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例
（中国籍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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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例，在院13例
（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0例）。

9月18日18时至9月19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340例
（境外输入335例），尚在医学观察6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90
例、转为确诊病例44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329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9月18日从海
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9月19日18时，全市无现存
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445
人，尚有19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轨道
交通运营集团获悉，地铁6号线乐园道
站A、D出入口将于9月22日起正式开
通运营。届时，乘客可通过乐园道站A

出入口去往宝丽金大酒店、天津青少年
活动中心、隆昌路等地，通过D出入口
进入万象城（D1出入口）和彩悦城（D2
出入口）。

地铁6号线乐园道站A、D出入口开通运营

本报讯（记者 王睿）根据《天津
市防汛预案》有关规定，市防办经会
商决定于9月19日9时启动市防洪
Ⅳ级应急响应。

市防洪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
各区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及时上
岗到位，启动应急预案，按照极端强
降雨应急机制要求，果断采取“关、
停、限、避”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市区分部组织水务、公安、城
管、消防等部门做好中心城区积水
排除、交通疏导和下沉地道封闭；农
村分部组织各涉农区落实农田除涝

措施，各区防指加强河道险工险段、下
沉地道、下穿立交桥、地下隧道、地下
空间、危陋房屋等重点点位巡视检查，
就近预置排水、隔离设施设备，随时做
好封控准备；蓟州区防指紧盯山洪地
质灾害隐患点位，提前做好景区、农家
院关闭和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准备；滨
海新区防指密切关注潮情变化，强化
海堤交通口门、港口码头等重点部位
巡视巡查，落实船只回港避风和人员
避险措施。

右图：昨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

气温走低。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我市启动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本报讯（记者 王睿）我市防洪
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各区各单位
各部门高度戒备，严阵以待，全力做
好强降雨防范。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滨海新区

派出272支巡查排险队伍，出动4153
人次、457台作业车辆，全面巡查河、
海堤防、排水泵站及穿堤口门涵闸等

重点点位2938处，预设移动排水设备
335台，严密盯防隧道涵洞、地下空间、
建筑深基坑、危陋房屋等易积水出险点
位，73处隧道涵洞落实双向专人管控。
气象、海洋等部门，提前对社会公众发

布预警信息及防灾避险提示，严防灾害
事故发生。水务部门预先降低河渠管网
水位，232座泵站做好全力排水准备。公
安部门实行最高等级勤务，对下沉道桥
及55处低洼易积水道路实施占领式巡

控值守。住建、城管、交运、农业等部门，
提前做好在建工程停工以及147栋C、D
级危房人员转移准备，5座渔港430艘渔
船已进港停靠。沿海防潮各单位强化交
通口门、港口码头、海上旅游、沿海危险
地带等防潮重点部位巡视巡查，落实港
口、锚地船只避风防浪措施，安排海上
作业及涉海旅游人员转移避险。

严阵以待 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

（上接第1版）
武清区教育局局长赵学斌介绍，

2019年、2020年两年，全区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102所，新增学位17040个。
为彻底解决家长普遍反映的中小学
生中午用餐和出行问题，武清区全面
推进学校午间配餐供餐和校车配备
工作，目前，城区26所中小学已实现
午间配餐，7所镇街公办幼儿园已实
现午间供餐，14所镇街公办幼儿园设
备设施已安装完毕、达到供餐条件。
让城区学生们好生羡慕的是，22个农
村镇街偏远地区开通了校车，1.9万名
学生乘坐校车上下学。

“厕所革命”洁净农家

煤改电（气）暖百姓心

小厕所连着大民生。
走进大碱厂镇南辛庄村张学平

家，院落干净整齐，花红柳绿，空气中
散发着淡淡香味。谈起“厕所革命”，
他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一脸幸福。
“推倒旱厕建成水厕，我们也过上了
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曾经，农民所居平房皆为旱厕，
臭气熏天、蚊蝇滋生……人居环境不
言而喻。
“厕所革命”体现文明尺度。
在全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武

清区开始发力，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
活品质的短板。

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武清区
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全方位推进
“厕所革命”，先后改造提升农村户厕
(水厕）16.2万座、补建公厕629座，实
现卫生厕所全覆盖。同时，村民家中
包括厕所在内的4种生活污水全部进
入地下集污管道，村村建起污水处理
站，净化后用来浇灌树木，补充生态

景观用水。
水厕干净卫生，后期怎样维护？
区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

王磊告诉记者：“为确保水厕常年正
常使用，区政府组建运营维护公司，
定期清理水厕产生的化粪池残渣残
液，政府方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支付
运营公司服务费，村民们根本不用担
心，更不用管，政府全包了。”

为确保后期管理维护好，区政府
采取“政府主导、社会资本运作、专业
化建设运营”新模式，与大禹节水集
团共同投资15.9亿元组建项目公司。
“公司兴建了‘管网+单村污水处

理站’‘管网+联村污水处理站’，实现
了生活污水就近净化，杜绝了渗漏跑
冒。截至2020年底，已完成301个村
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新建村级
污水处理站282座、铺设管网1800公
里，日均污水处理能力2万余吨，惠及
11万农户。”武清区大禹节水农村环
境投资集团总裁张昊说。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走进河北屯镇李大人庄村潘怀

义家，老人正在打扫卫生，谈起冬季
取暖，打开了话匣子：“自2017年开
始，一到冬天就用天然气取暖，既干
净又暖和，晚上温度能达到20多摄氏
度呢。原来烧煤时，封炉子，温度只
有10多摄氏度，盖两床被子还不暖
和，现在盖一床就行啦，比原来烧煤
取暖强百倍。更开心的是，烧气取暖
并不多花钱，与原来烧煤时一样。”
“煤改电（气）清洁取暖，百姓享

福，但支出成本并没增加，因为政府
有相应补贴。一是让农户们享受峰
谷优惠电价，减少支出；二是政府对

煤改电农户，给予60%电费补贴；对煤
改气农户（用气量在 1800立方米以
内），给予60%气价补贴，村民们都特
别满意。”村“一肩挑”薄秋峰介绍说。

区发改委主任陈建江告诉记者，
武清区累计投入资金100多亿元，于
2017年在全市率先建成“无煤区”，共
完成居民散煤清洁能源替代24.7万
户，运行至今效果良好。每年，区财政
投入补贴资金约2亿元，补贴后群众用
电用气取暖与原用煤费用基本持平。

电与气终结了柴与煤的历史，让
群众生活幸福满满，更让蓝天更蓝。

一组数据显示：按照每户平均使
用2吨散煤计算，“无煤区”建设，每年
减少使用散煤约50万吨，为大气环境
质量改善作出了积极贡献。2020年，
全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较2016年改
善 28.67%；其中，PM2.5 年均浓度较
2016年改善31.95%；PM10年均浓度较
2016年改善27.45%……

喝上长江水 出门去上班

“没有党和政府帮助，我们老百
姓哪能喝上清澈甘甜的长江水啊。”
谈起饮水，喝了几十年地下水的武清
区南蔡村镇丁家 村村民杨振刚有
些动情。

长期以来，武清农村地区群众主
要以地下水作为生活水源，氟超标等
问题加之限时限量供水较为普遍，不
仅给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影
响着群众身心健康。

近年来，尽管采取了除氟等一系
列措施，地下水水质有了极大改善，
但城区居民饮用的滦河水、长江水，

还是让居住在农村的群众羡慕不已。
民生改善，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于是，彻底解决农村饮水问题列入

武清区委、区政府日程。规划、设计迅速
付诸实施，先后投资20.9亿元新建城北
引滦水厂、京津科技谷引江水厂等供水
设施以及覆盖全区的供水管网，60多万
农民也喝上了安全水、干净水、放心水。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近年来，武清区全力做好就业服务

保障工作，特别是针对“40”“50”人员进
行重点帮扶，通过安排公益岗位等增加
其家庭工资性收入，解决生活难题。
45岁的辛丽，家住在武清区翡翠半

岛小区，一家3口，女儿上初中，丈夫打零
工。她想去企业上班，因年龄原因被婉
拒，只能在家待业，全家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让她惊喜的是，区人力社保局工作
人员主动上门了解情况，第一时间为她
提供了附近学校的公益岗位，每天7时30
分到学校做内勤，中午在学校用午餐，14
时就能回家，每月工资2000多元。辛丽
说：“每月有了固定收入，区人社局还给
我上了多种保险，日子过得舒坦了。”

区人力社保局局长王春来告诉记
者，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包括“40”“50”
人员在内的困难群体就业，去年以来，已
认定并帮扶零就业家庭350人、认定并
帮扶就业困难人员1124人，落实特殊群
体各类政策补贴资金共3707.5万元，全
区零就业家庭始终保持动态为零，其他
困难群体就业率达80%以上。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
续不断的新起点。

在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武清区继续做好民生大文
章，各级干部俯下身子，走进基层，了解
群众所急、所想、所盼，集纳群众共性的
民生问题，带着感情和温度，一项接着一
项干，让更多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为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上接第1版）多兴庄园总经理薄春霞
说，节日当天，美食街还将特别设立
“津门巧厨嫂”活动，吸引全市妇女中
的厨艺高手来到现场一决高下，充分
展示广大妇女的勤劳与智慧。

除了静海当地特色农产品，来自
我市其他涉农区、天津食品集团、天津

农科院、天津市对口帮扶地区的特色
农产品也将集中亮相。

良王庄乡素有“梨果之乡”“蔬
菜之乡”“花卉之乡”的美誉。近年

来，依靠特色农业引领乡村振兴，发
展起了罗阁庄的鸭梨、良三村的土
豆、李家楼的山药、陆家村的花卉、
王家院的老汉瓜、十里堡的西芹等

多个特色品种。
多兴庄园依托该乡的优势基础，大

力开发农产品深加工，助推全乡梨果、蔬
菜产业发展。公司在统一管理、统一包
装、统一销售的基础上，着力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带动周边3000多农
户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秋收“晒”喜悦 乐迎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