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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台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详解热点问题

承租家庭七种行为将留信用“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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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天津市公共
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简称“《实施细
则》”）正式印发，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对政策相
关内容进行了解读。《实施细则》对我市公共租
赁住房的申请、资格审核、担保和发证、登记摇
号选房、租金与签约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

申请公租房手续如何办理？

已取得住房保障租赁补贴资格的家庭，
申请人须为住房保障租赁补贴的申请人，携
带本人身份证明材料（原件），到户籍地区住
建委提出申请。未取得住房保障租赁补贴
资格的家庭，由申请人携带本人及家庭成员
身份证明、家庭成员户口簿、家庭户籍地住
房和现住房情况证明材料、婚姻情况证明，
到户籍地区住建委提出申请。

年满18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符合四种情形之一的，可作为单人户申请

公共租赁住房。一是独立户籍满3年的。二
是离异1年以上（以判决书或调解书日期为
准）或丧偶的。三是非独立户籍的未婚人员，
须与父母共同申请公共租赁住房，但父母为
市内六区、环城四区以外户籍或已双亡的，可
单独申请。父母在市内六区、环城四区内有
住房的，须认定为该申请人住房。四是申请
人（或配偶）与未婚子女在同一地址分别落有
户籍的，应当共同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公租房承租户型标准如何界定？

符合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条件、不足3人
的家庭，原则上承租一居室或一个居住空间
户型的住房；3人及以上家庭，可承租一居室
单元住房（一个居住空间）户型或二居室单
元住房（二个居住空间）户型的住房。单亲
家庭成员为父女或母子关系且子女年龄年
满14周岁以上（含），可选择承租一居室或二

个居住空间户型的住房。监护人与被监护
人为异性（不含夫妻），且被监护人年满14周
岁以上，也可选择承租一居室单元住房（一
个居住空间）或二个居住空间户型的住房。
享受住房保障租赁补贴（一类）的家庭，配租
标准按照我市有关规定执行。

公租房房屋租金如何计算？

每套公共租赁住房租金由项目经营单位
按照核定的项目租金标准，结合楼层、朝向调
剂系数确定。公共租赁住房按照房屋建筑面
积计算租金，应收租金计算到人民币元，元以
下尾数四舍五入。公共租赁住房租金计算基
础分数为100分，顶层楼层的调减10分，整套
住房无朝南窗户的调减10分，顶层且无朝南窗
户的调减20分。房屋租金=租金标准×建筑
面积×（100分-调减分数）。租赁不满整月的，
应交租金=房屋租金/30天×实际租赁天数。

租赁期满符合什么条件可继续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承租家庭在承租期间，认真
履行《天津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约定且申
请人及配偶没有新增住房，租赁期满经审核符合
公共租赁住房续租条件且无不良信用记录的，可
以续签租赁合同，继续承租现公共租赁住房。

承租家庭七种行为将被记入不良信用记
录。一是经催告，欠缴租金累计满6个月的；
二是将承租住房转借、转租，或者擅自与他人
调换承租公共租赁住房的；三是擅自改变承
租住房使用用途、结构和配套设施的；四是利
用租赁房屋从事违法活动的；五是无正当理
由连续闲置所承租住房6个月以上的；六是
依法应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而拒不退出的；七
是其他需要建立不良信用记录的行为。对于
已建立不良记录家庭，违约行为已整改或已
退出承租房屋的，可撤销其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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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1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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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8
件。其中：滨海新区2407件、和平区391件、河东区788件、
河西区782件、南开区901件、河北区619件、红桥区325件、
东丽区686件、西青区826件、津南区869件、北辰区968件、
武清区805件、宝坻区883件、宁河区594件、静海区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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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昨天，中国女排原总教练郎平
与中国海鸥品牌代言签约仪式举行，郎平成为海鸥手表
品牌振兴计划启动后的首位品牌代言人。

郎平与海鸥表的历史相遇缘起1984年洛杉矶奥运
会。当年，郎平以球队主攻手的身份，带领中国女排赢
下了第一枚奥运会金牌。作为国内第一个赞助中国体
育事业的企业，天津手表厂为中国女排奥运代表队送上
了由国人自主研发机芯的海鸥手表，郎平也第一次戴上
了海鸥表。“我很荣幸成为海鸥表的品牌代言人。作为
一名天津人，我对海鸥手表这个天津品牌有着特殊的感
情。在这么多年的排球生涯里，海鸥手表对我来说不仅
是计时工具，更是亲密的伙伴，一直见证我们女排的拼
搏奋斗，不论成败，一路相随。”郎平表示。

本报讯（记者 刘茵）昨日，蓟州区杨津庄镇秦庄子村
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上一片欢歌热舞、喜庆祥和的景象。
为庆祝第四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和国庆节的到来，促进创
文创卫，助力乡村振兴，天津博物馆与蓟州区杨津庄镇联
合举办“庆丰收 促双创 助力乡村振兴”文艺汇演活动。

郎平签约代言海鸥手表

天博与蓟州区举办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人民检察院获悉，市
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李福海被
依法逮捕。

市人大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李
福海（正局级）涉嫌受贿一案，由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
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福海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

检察机关依法对李福海决定逮捕

本报讯（记者 徐丽）从市纪委监委获悉，天津市津
南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赵兰阁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

赵兰阁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
悉，9月22日18时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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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日18时至9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3
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1例，意
大利籍2例，均为意大利输入），累计报告境外
输入确诊病例337例（中国籍2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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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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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例，在院12例（其中轻型1例、普通型11例）。

第33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意大利。该患者自意大利米兰乘坐
航班（N0982），于9月1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入境时体温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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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9月22日凌晨复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双肺上
叶、右肺下叶胸膜下多发小斑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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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意大利籍，近
期居住地为意大利。该患者自意大利米兰乘
坐航班（N0982），于9月1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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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9月22日凌晨复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双
肺下叶胸膜下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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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3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意大利籍，近
期居住地为意大利。该患者自意大利米兰乘坐
航班（N0982），于9月1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
场，入境时体温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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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9月
22日凌晨复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双肺炎性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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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
CT示双肺下叶磨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
组综合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更改

为普通型。
9月22日18时至9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1

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法国籍、法国输
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45例（境外输入
340例），尚在医学观察10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291例、转为确诊病例44例。

第345例无症状感染者，法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法国昂热市。该患者自法国巴黎乘坐航
班（AF4002），于9月18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
场，入境时体温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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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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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第32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
标准，于9月22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截至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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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9月22日18时至9月23日18时
我市新增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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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助力冬奥、守卫滨海”2021年天津滨海机场航空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综合演练

举行。演练由天津滨海机场、天津航空、天津空管分局联合主办，旨在提高航空器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水平，全力备战2022年冬奥会。 本报记者 万红 张磊 摄影报道

未来两天 风雨来袭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根据最新气象监
测信息分析，预计未来两天，我市将出现持
续性降雨，主要降雨时段集中在24日夜间至
25日白天。预计此次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雨
为主，雨强不大，但降雨时间长，因此过程累
计雨量较大。

此次降雨过程中，预计24日白天有小雨，
局部中雨，伴有弱雷电；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
有明显降雨过程，以稳定性降雨为主，降雨
时间长，过程雨量累计可达中到大雨，局部
暴雨；25日夜间到26日白天仍有小到中雨，降
雨将在26日夜间结束。

降雨同时，风力也将增大，预计24日夜
间到25日白天，陆地有4到5级偏东风，阵风
可达7级，东部沿海地区风力5到6级，阵风
可达8级，25日夜间风力减小至3到4级；渤
海西部中部海面24日夜间到25日白天有7到
8级偏东风，阵风可达9级，25日夜间减弱为
6到7级。

昨日进入秋分节气，气温逐日下降。受
降雨和大风影响，周末降温明显，特别是周
六，最高气温将降至20℃。针对此次风雨天
气，天津市气象局建议：降雨时，公众避免前
往易积水路段，勿涉水行车；市民如果确需出
行，要远离高层建筑设施、广告牌、临时搭建
物等；此外，昼夜温差较大，公众需适时增添
衣物。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近日，市人社局、市税务局、市
财政局联合下发《关于调整本市新成立用人单位养老保
险费率优惠政策的通知》。
《通知》明确，自2022年1月起，不再执行新成立用人

单位养老保险费率优惠政策，单位缴费比例统一按16%
执行，职工缴费比例统一为8%。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记者从市交管部
门获悉，我市新一轮限行机动车尾号调整即
将开始。

自2021年10月4日至2022年1月2日，星期
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号牌尾号（机动车号
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0号管理），分别为5和
0、1和6、2和7、3和8、4和9。交管部门提示，因
国庆节假期（10月1日至10月7日）不限行，本
轮限行规则从10月8日开始执行。

新一轮限行汽车尾号要变

新成立用人单位养老保险费率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