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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天津分公司助力绿色减排

我国首个海上油田群岸电应用项目投产

9月24日18时至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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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日18时至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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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8时至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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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例（中国籍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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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其中轻型2
例、普通型11例）。

9月24日18时至9月25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48例（境外输入343
例），尚在医学观察13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291例、转为确诊病例44例。

截至9月2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
查密切接触者15579人，尚有27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昨天，2021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DOBOT智造大挑战——天津城市

选拔赛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我市16所大中小学32支队伍近百名选手参赛。比赛以“智慧

冬奥”为主题，深度模拟北京冬奥会期间冬奥村物资的智慧抓取、分类、存放、配送和智慧交

通等应用场景。冠军队伍年底将代表天津参加全国总决赛。 本报记者 张磊 摄影报道

青少年机器人大赛
挑战“智慧冬奥”

我市首个零散务工人员工会揭牌
广泛吸纳木工、瓦工、扛楼工等入会 享更多劳动者合法权益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上“保险”
防止两类账户被查封、冻结或划拨

本报讯（记者 王睿）由中海油天津分公
司开发建设的渤海海域秦皇岛—曹妃甸油
田群岸电应用示范项目9月23日投产。这是
我国首个海上油田群岸电应用项目，也是世
界海上油田交流输电电压最高、规模最大的
岸电项目，标志着我国海洋石油工业向绿色
开发、高效开发、智能开发迈出了历史性变
革的一步。

一直以来，海上油气田用电一般采用自
发电，燃烧天然气和原油。如今“岸电”的到
来，不仅可以减少原油和天然气的消耗，还
能让开采出的原油成为“碳中和原油”。记
者了解到，岸电应用工程是中国海油围绕碳
达峰、碳中和总体部署，大力推进绿色发展
行动计划的有力举措，将以此为抓手，推动
增储上产攻坚工程、科技创新强基工程和绿

色发展跨越工程，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
现科技自立自强和落实“双碳”目标上展现
更大作为。

按照规划，此次岸电应用工程分三期实
施，将建设5个陆地开关站，8个海上供电枢
纽平台，搭建起总接入规模达980兆瓦、覆盖
渤海7个油田区域150余座生产设施的电力
网格，项目将于2023年全部投产。“岸电工程

全部投用后，用电高峰每年降低原油消耗
17.5万方，降低天然气消耗23.8亿方，相当于
新增一座大中型油气田。”中海油天津分公司
副总经理赵春明介绍，与自发电相比，用电高
峰可年节能99.5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近
175万吨，等同于植树1.75亿棵。随着可再
生能源上网比例的不断提升，减碳效果将更
加明显。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23日从滨海新
区总工会获悉，零散务工人员工会和服务基
地在滨海新区揭牌，这也是我市首个零散务
工人员工会。100名零散务工人员代表现场
递交了入会申请并领取工会会员证，今后可
享受市总工会推出的职工现场救助、职工住
院关爱慰问及大病救助等会员普惠服务。

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建会入会试
点，该零散务工人员工会依托滨海新区经
开区“水猫工匠”平台建立，将广泛吸纳木

工、瓦工、扛楼工等零散务工人员加入，维
护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
进新业态经济的健康发展。据了解，“水猫
工匠”平台是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和零散
务工人员的平台，为向零散务工人员提供
全面、便捷的服务，实现快捷入会，平台研
发了灵活就业服务自助终端并开发设计手
机小程序，打造“线上+线下”的快捷入会
渠道。同时，滨城灵活就业服务中心设立
便工服务中心、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职

工书屋，为零散务工人员学习、生活、技能
培训等提供条件。

零散务工人员加入工会后，滨海新区
总工会、经开区总工会还将面向他们组织
技能培训、劳动竞赛等，并且帮助解决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急难愁盼”问题，增强
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现场，领到
工会会员证的零散务工人员表示，工会是
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让他们在滨海新
区工作更安心。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日前，市高级人民
法院、市人社局、天津银保监局发布《关于完
善防止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工资保
证金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工作机制的通
知》，就完善防止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
和工资保证金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工作机
制作出规定，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预警
平台建设，归集专用账户、保证金账户等方
面信息，加强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支付
全过程动态监管。

按照《通知》规定，人民法院在查封、冻
结或者划拨相关单位银行账户资金时，应

当严格审查账户类型，除法律另有专门规
定外，不得因支付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
民工工资之外的原因查封、冻结或者划拨
两类账户资金。对于属地人社行政部门提
出异议说明的，异议审查期间不得查封、冻
结或者划拨两类账户资金。人民法院对经
审查认定明显超出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并且
明显超出足额支付该项目农民工工资所需
全部人工费的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内资
金，以及超出存储规定的工资保证金账户
内资金，可依法采取冻结或者划拨措施。
在认定过程中，可征询属地人社行政部门

的意见。人民法院可依法对两类账户采取
预冻结措施，在工程完工且未拖欠农民工
工资，人社部门按规定解除对两类账户监
管后，预冻结措施自动转为冻结措施，并可
依法划拨剩余资金。

按照《通知》要求，市高级人民法院应指
导我市人民法院对依法设立的两类账户原则
上不采取查封、冻结、扣划等强制措施，依法
处理异议申请。市人社局会同有关行业主管
部门，加强对我市在建项目监督检查，依法查
处不按规定开设和使用专用账户、不按规定
存储工资保证金等违法行为。天津银保监局
负责指导我市银行业金融机构规范两类账户
开设工作、做好业务调整和技术保障等工
作。在通知印发之日起30日内，我市银行业
金融机构应将对两类账户进行特殊标识及作
出整体限制查封、冻结或者划拨设置情况报
天津银保监局。

泰达一生物医药企业

4款干细胞药物进入临床试验

填补市场空白 订单远销海外

新天钢冷轧薄板新品下线

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全

国际顶级车展首次来津

本报讯（记者 万红）作为京津冀特色细胞谷两个试
验区之一，天津经开区细胞产业发展迅速，已培育引进多
家细胞治疗、基因治疗、疫苗、抗体等生物技术龙头企业。
日前，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经开区细胞产业发展代
表企业之一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昂赛细胞”）已先后获得4个干细胞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成为国内获得细胞药物临床试验批件最多的企业。目前，
昂赛细胞正积极推进多个细胞产品临床实验，4个干细胞
药物适应症均已进入临床试验，预计于2025年上市。

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
国家发改委批准组建的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项
目的法人单位，2018年获批筹建天津市细胞药物工程技
术企业重点实验室。2019年获批天津市技术领先型企
业。2020年获批天津市战略新兴产业领军企业。

昂赛细胞副总经理许玉昆介绍，公司申报的适应症
难治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已在2020年4月获得国家药监局
药品审评中心的临床试验默示许可，现已进入临床试验
阶段。今年2月获批的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的适应
症，成为国际上第一个获批该适应症的干细胞药物，有
望为肝衰竭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2021年4月间充质
干细胞产品用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适应症，也获得
了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的临床试验默示许可。

本报讯（记者 陈璠 摄影 王涛）近日，由天津港保
税区企业新天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简称“冷轧薄板公
司”）生产的两批共400吨彩色耐指纹镀铝锌高强钢板正
式下线，再次填补我市钢铁产品市场空白。

近年来，因绿色环保、节省成本等特点，彩色耐指纹
高强钢板成为建筑行业“新宠”。然而，目前市场上所供
应的彩色钢板大多为彩色涂层板，表面美观、耐腐蚀性
能强，但成本较高。为此，冷轧薄板公司产销研团队
在原有设备基础上反复调整退火工艺参数和质量控
制要点，最终满足生产要求。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耐
指纹彩色镀铝锌高强钢板的成功开发生产，有效提升
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产品创效能力，优化了产品结
构。首批下线的400吨彩色耐指纹镀铝锌高强钢板将主
要供应德国可耐福集团（天津）有限公司，部分产品也将
出口澳大利亚。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1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9
月29日至10月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这是本
年度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全的国际汽车展览
会，也是我市首次举办国际顶级车展。

980台国内外品牌展车将集中亮相展会，其中包括
中国公司全球首发车7台、跨国公司中国首发车7台，概
念车11台，新能源车145台。此外还将举办18场新车上
市活动。来自京津冀鲁等地的改装车俱乐部、专业买
家、资深车友也将于10月3日在改装车展会聚一堂。除
产品展示之外，智能驾驶模拟挑战赛、汽车文化喜剧以
及多场专业交流会和论坛也将在车展期间陆续举行。

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宏表示，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
览会是天津最新引进的品牌化、国际化展会，是北京车
展、上海车展主承办方在天津全新打造的大型国际车
展，也是我市首次举办的顶级车展，将助力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培育建设。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盖帅 王

军）记者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
LNG接收站了解到，继日前成功顶升国内
单体拱顶最重LNG储罐气后，中石化天津
LNG接收站二期6号22万方储罐穹顶气
压顶升顺利完成，同日该站二期3—26.6万
立方LNG码头5条卸料臂也吊装完成。

目前，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正加速
推进二期工程建设，预计5号、6号储罐将
于2022年10月投用。待2023年其余3座
22万立方米LNG储罐投产后，该站将迈入
千万吨级LNG接收站行列。届时，将进一
步优化华北地区能源结构，满足京津冀地
区对清洁能源的需求。

图为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二期5

号、6号储罐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供图）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日前，在质量月
“服务认证体验周”中，由市市场监管委主办
的“母婴护理服务认证体验活动”，对首批4
家母婴健康护理服务机构授牌“服务认证示
范单位”。

伴随三胎政策开放，我市率先研究制定
并发布了《天津市母婴健康护理服务机构服
务质量规范团体标准》，通过认证打造具有
天津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品牌。标准规定，机
构在满足营业资质等必选项要求基础上，更
要突出服务等软实力评价结果。通过认证，
消费者在选择时，对月子会所等母婴健康护
理机构服务水平可一目了然。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又一22万方储罐气压顶升成功

我市对母婴护理服务机构进行认证

首批授牌4家“月子中心”

京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启动

缓解科创企业融资难题

本报讯（记者 张璐）近日，由滨海高新区
管委会与北京知识产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简称“北京IP”）共建的京津知识产权质押
贷款风险处置资金池正式启动。该资金池
的设立，将通过政府与市场风险共担，进一
步解决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融资难题，打造京
津两地知识产权协同发展样板，缓解天津大
量以知识产权为主要资产的科创企业融资
难题。

据了解，京津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风险
处置资金池首期规模2000万元，通过对科
技企业知识产权融资的风险补偿前置，进
一步调动金融机构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
业务的积极性，使中小微企业更容易获得
银行贷款。

据悉，基于该资金池保障体制下的滨海
高新智融宝产品的首单贷款已落地天津朗
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为运
输物流产业提供“无人化”生产、包装、仓储
和物流等系统解决方案的高科技企业。在
风险处置资金池的帮助下，该公司质押了6
件核心专利，获得了300万元的银行贷款，及
时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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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13735801373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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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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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3115983115元

单选
组选六

1500元
252元

1260注
1618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