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璐）日前，滨海新区
制定出台《滨海新区推进创新立区、打造
自主创新升级版若干措施（试行）》6个实施
细则和1个指南要点。据滨海新区科技局
有关负责人介绍，新出台的6个实施细则和
1个指南要点与前期已出台的6个实施细则
构成了新区较为完善的科技政策体系。
若干政策的密集出台，将不断提高滨海新
区科技创新能级，让滨城创新发展焕发出
勃勃生机。

指南要点补贴

主要针对两类项目

据滨海新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滨海新区2021年重大科技攻关揭榜挂帅
（匹配性奖励类）项目申报指南（要点）》补
贴主要针对两类项目：一是对参与科技部
揭榜挂帅立项项目并获得财政资金支持
的滨海新区区域注册登记的独立法人单
位。二是成功揭榜京津冀省级揭榜挂帅
类科技项目的滨海新区区域注册登记的
独立法人单位。仅限于第一完成单位申
报。国家级项目按立项项目认定的技术
交易额（如未确认技术交易额按最终确认
支持总额）20%给予补贴。京津冀省级项
目按申请单位通过揭榜所获财政支持资
金给予20%补贴。如申请单位获得多个项

目立项，可重复支持。单个项目或单个企业
补贴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专项资金补贴

支持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升级

《关于滨海新区进一步支持研发中心的
实施细则》规定，滨海新区将对市级支持进
行匹配：一是支持市级企业重点实验室升级
为国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对市级企业重点实
验室升级为国家级的，给予50万元专项资金
补贴。二是支持市级综合性技术创新中心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鼓励市级综合性技术创
新中心搭建检测实验室、购买研发仪器设
备、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对市级综合性
技术创新中心的研发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安
排项目总投资15%的财政补助资金，每年最
高250万元，连续支持3年。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院所

到滨城发展有资金支持

据介绍，《关于滨海新区支持国家级和
省部级科研院所来滨城发展的实施细则》作
为配套政策，只对市级支持进行匹配：一是
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院所整建制迁入新区，
根据科技项目情况，给予项目总投资15%的
资金支持，最高1500万元。二是国家级、省部
级科研院所在新区投资建立子公司或分支

机构，独资或绝对控股的，根据科技项目情
况，给予项目总投资15%的资金支持，最高
900万元；参股、不绝对控股的，给予项目总投
资15%的资金支持，最高300万元。三是事业
性质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院所在新区单独设
立分支研究机构，根据科技项目情况，给予
项目总投资15%的资金支持，最高900万元。

“瞪羚”“雏鹰”认定或入库

所在双创载体有奖励

依据《滨海新区支持双创载体建设发展
的实施细则》，滨海新区支持双创载体奖励
标准为：企业在孵期间或毕业后5年内首次
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瞪羚企业认
定或评价入库，在孵期间或毕业后8年内首
次获得天津市科技领军企业、天津市科技领
军培育企业认定的，每认定或入库一家给予
所在孵化载体1万元一次性辅导奖励。入驻
双创载体孵化的企业，当年评价入库的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或天津市雏鹰企业达20家
至39家的，给予所在双创载体5万元奖励；当
年评价入库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或天津
市雏鹰企业达40家至49家的，给予所在双创
载体10万元奖励；当年评价入库的国家科技
型中小企业或天津市雏鹰企业达50家及以
上的，给予所在双创载体15万元奖励。同一
双创载体当年奖励资金累计不超过30万
元。对于同一在孵企业的同一事项不予重
复奖励。对上年度首次通过国家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认定的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
励，对获得国家级备案的众创空间，给予50
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创新实践基地量化考核

科技成果转化分类奖励

《关于滨海新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施
细则》规定，对于各开发区与全国高校共建的
滨海新区高校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设立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量化考核，按照考核结果进行
资助。一是优秀基地，给予基地建设奖励资
金，不超过50万元。二是示范基地，奖励资金
不超过20万元。三是试点基地，奖励资金不超
过5万元。四是不合格基地，不予奖励。

按照细则要求，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
挖掘技术合同并在新区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进
行登记，按照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对其进行
排序，分为ABC三类。对A类机构奖励30万
元，对B类机构奖励20万元，对C类机构奖励
10万元。对于入选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按
照上一年度促成技术本地（滨海新区）交易额
进行奖励，交易额为1000万元（含）至5000万
元，奖励5万元；交易额超过5000万元的，奖励
10万元。

真金白银支持培育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和青年英才

根据《关于滨海新区支持海内外高层次
人才团队创新创业的实施细则》，对入选的高
层次人才团队所注册创办的企业，给予不超
过上年度研发投入5%的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按照《关于滨海新区青年英才培育计划
的实施细则》规定，给予青年英才入选者每人
10万元培养经费支出，培养期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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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出台6个实施细则、1个指南要点

滨海新区完善创新立区政策体系

10月30日18时至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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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快报

市儿童医院

今起开设夜间特需门诊

11月2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11月2日是全市

公仆接待日，当天9:00—11:30，全市43个单
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线电
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单位

市政府办公厅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名

朱玉兵
梁益铭
李 浩
刘彤斌
李丽君
李 旭
胡学春
王 刚
颉喜东
梁 军
魏志强
庞 镭
刘东海
孙文秀
杨文胜
董绍英
徐向广
孙虎军
徐瑞成
苗宏伟
宋称意
刘家庆
赵春意
师武军
邵玉林
吴秉军
郝学华
孙勤民
李 宏
游庆波
韩晓芬
苏德芬
张 蕾
杨明远
王迎秋
张天华
曹 崧
李嘉铭
王 杰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戴召武

职务

副秘书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总规划师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
副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副局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3019
82966000
29245767
59588000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01101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55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0月30日
18时至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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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30日18时至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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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例（中国籍
314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4例、波兰籍3例、
印度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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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籍1例），
治愈出院344例，在院13例（其中轻型1例，普通型12例）。

10月30日18时至10月31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69

例（境外输入364例），尚在医学观察6例（均为境外输入）、解
除医学观察313例、转为确诊病例50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35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
准，于10月30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0月3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6105人，尚有15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徐杨）随着秋冬季患儿诊疗高峰期到
来，市儿童医院夜间急诊诊量日渐增加。为缓解就诊压
力，满足不同患儿就诊需求，该院今起将在北辰龙岩院区
和河西区马场院区同步开设夜间特需门诊。今后，家长根
据孩子病情轻重缓急，不仅可预约该院两院区白天门诊号
源，如遇急症，晚上也能看上特需专家门诊。

据介绍，市儿童医院夜间特需门诊开诊时间为每天
17:30—21:30，北辰区龙岩院区设在急诊二楼，河西区马场
院区设在急诊三楼，出诊专家均是儿内科专家团队成
员。家长可提前通过“天津市儿童医院互联网医院”微信
公众号预约，也可当日在线上预约当天号源。需要提醒
家长的是，需在预约就诊时段之前30分钟，携带相关证件
或凭签到码及预约手机号至该院内自助机上预约取号。
如果是线下挂号，可在当日17:00—20:30，通过该院内自
助机或院内挂号窗口挂当日诊号。

日前，我市启动3—11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图为和平区劝业场街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目前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
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
涉及到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具有10月20日（含）以来途经甘肃省天水麦
积区的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
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配合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离
（同住人员共同隔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实施集中隔
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新增具有10月15日（含）以来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0月9日至12日（含）途经黑龙江省黑河市的旅居史的来
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
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
等报备，配合实施抵津后14天医学观察。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涉及下述流行病学史：10月24
日途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乘坐K7034(黑河—哈尔滨)14车
厢，10月25日至29日（含）途经河北省石家庄市深泽县医
院，10月13日至30日（含）途经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葛仙
村度假村均为感染者轨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
理，集中隔离管理周期结束时未满抵津14天者，继续实施
居家隔离至抵津后14天。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随着外地进津蔬
菜和地产蔬菜供应量的双重增加，近期我市
批发和零售市场部分蔬菜价格开始回落。

记者从西青红旗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
最近两日，该市场蔬菜批发量增加到1600多
吨，品种有37种，与10月中旬相比，数量和种
类均有增加，促使部分蔬菜价格回落。其
中，黄瓜价格由之前的每公斤9元降至7.2元
左右；大白菜由之前的每公斤3元将至2元左

右。东丽金钟蔬菜批发市场昨天蔬菜批发总量
达到2100吨左右，有30多个品种，其中价格下
降的有圆白菜、土豆等，降价幅度在10%—15%
左右。在何庄子等蔬菜批发市场，叶菜价格也
普遍回落，其中香菜每公斤降至12元、油菜降
至9元。叶菜降价，本地蔬菜上市量增加贡献
较大。由于批发价格回落，零售菜价也随之下
降，降价幅度在10%—20%左右。

据蔬菜专业人士介绍，我市蔬菜外地供应

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由于九十月份北
方降雨多且持续时间较长，导致上述地区
一些菜田被淹，蔬菜产量减少，造成上市量
减少、价格上涨。为平抑菜价，确保市民菜
篮子供应，在积极调运外地蔬菜进津的同
时，我市农业主管部门积极组织菜农搞好
秋冬季速生蔬菜生产，一些地势较高位置
的棚室叶菜已进入采收期，预计11月中旬
集中上市，菜价有望大幅回落。由于果类
蔬菜生长周期长，短期内果类菜价难以大
幅回落。为确保冬季我市蔬菜供应，相关
部门正在积极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进行冬
储蔬菜准备，品种有大白菜、土豆、洋葱、萝
卜等。

我市蔬菜供应量增加
批发零售市场部分菜价回落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一年一度的“双
11”到来，各大电商平台和线下商超已经开
始促销活动。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
市场监管委日前发布消费提示，要求全市
经营者守法经营，提示消费者依法维权。

市市场监管委要求经营者不得虚构
商品成交价格和成交量，提供的商品和服
务要确保信息真实，并对“24小时发货”
“30天保价”“延长三包期限”“无理由退换
货”等承诺做到有诺必践。

同时，市市场监管委提示消费者：不
要被眼花缭乱的宣传所迷惑；要保护好个
人信息，不轻易点击不明链接或登录陌生
网站；不要因图便宜购买本不需要的商
品，购前弄懂商家促销规则，规避套路、陷
阱；注意留存相关发票、订单、聊天记录等
消费凭证。发现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消
费者可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
12315投诉举报热线进行反映。

本报讯（记者 韩雯）“双11”还没到，网
络预热已经开启，各种优惠固然让人兴奋，
但是大家在买买买的同时，千万要小心那些
想趁机捞一笔的骗子。我市警方结合与“双
11”有关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提醒网购族提
高警惕、谨防上当。

近日，市民小莉网购商品却几天没收到
货，打客服电话核查等待回复时，却接到电话
称其快递丢了，需扫二维码申请退款，并要在
指定页面输入银行卡信息。按照对方要求操
作后，小莉发现银行卡里的7万元不翼而飞。

我市反诈民警表示，不法分子冒充客
服，假借事主所购商品丢失等原因，称可退
款，诱导事主点链接并输入银行卡信息及验
证码，从而盗刷事主银行卡。除“假客服”诈
骗外，以下5种骗局也需警惕：

一是以“预售”为诱饵植入木马“预售”
是近两年“双11”普遍采用的营销方式。不
法分子以“预购”“限时购”“预先降价”等为
诱饵，通过即时通信软件或手机短信发送包
含木马的链接。如果点开，木马病毒就会植
入手机窃取用户信息。此外，不法分子还会
在预购活动中骗取定金。

二是伪“红包”骗局 很多人在微信朋友圈
中分享红包，但需先关注并分享或转发一定数
量的好友或群才能领取。这种红包在点击领取
时需要填写个人信息，或者跳转到不明网站，骗
子借机就将钱隔空转走。

三是“信用提额”骗局“双11”期间，不少
人想方设法提升花呗或信用卡额度以满足购买
需求。这时，不法分子会冒充花呗或银行客服，
谎称可以提升信用额度，继而以支付“服务费”
为由诱导扫二维码支付，从而实施诈骗。

四是“刷单返利”骗局 不法分子冒充电商，
以在“双11”前提高店铺销量、信誉度等为由，
称要雇人兼职刷信誉。为骗取信任，骗子开始
会在约定时间连本带利返还，待金额越来越
大，便以各种借口拒绝返款，并诱导继续刷单。

五是“中奖免单”骗局 虽说“中奖”骗术已
经老套过时，但总会有人上当受骗。不法分子
在“双11”期间冒充网店，声称回馈客户“中奖
免单”，把老骗局翻新继续诈骗。
“骗子的诈骗手法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

就是想骗你的钱。”警方提醒市民，防骗方法只
有一个——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骗术终究
会失效。

“双11”临近 购物狂欢勿忘防骗
经营者守法经营

消费者依法维权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交通集

团了解到，为优化我市客运场站资源，近日
经行业管理部门批准，自12月1日起，原红桥
客运站发班的线路、班次、车辆将迁入西站
长途汽车站，红桥客运站同时正式关闭。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
日前，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和诺
德”）完成在津的第8次增资，增资金额为1.5亿美元，增资
后公司注册资本达5.5亿美元。此次增资后，该公司将引进
3条新生产线，并对仓库进行扩建，以满足国内诺和诺德创
新产品的需求，实现在津可持续发展。

诺和诺德总部位于丹麦，以推动改变战胜糖尿病和肥
胖症、罕见血液疾病、内分泌紊乱等其他严重慢性疾病为目
标。近年来，诺和诺德通过引进全新生产线，进一步提升产
能，打造数字化工厂，于2020年和2021年陆续完成了3条
新生产线的开发和运营。

1.5亿美元

诺和诺德在津第8次增资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天上午，位于滨海新区的北京
大学创业训练营智能科技产业（天津）加速器园区内气氛
热烈，第十六届天津市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这里
开赛。入围决赛的10名优秀创业女性携项目亮相，展现新
时代女性创业者的巾帼风采。

本届大赛以“科技创新 智慧津帼”为主题，引入联合
国妇女发展署、全国妇联的“支持女性应对疫情及后期经
济恢复”项目资源，携手北京大学创业训练营等优质双创
服务资源，全过程整合定制优质资源和服务，提供创业培
训、项目辅导、资源对接等长期扶持，为女性创业者赋能。

此次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个项目参赛，涉及农
业科技+旅游、健康医疗、节能储能、污水处理等关键技术
及卡脖子技术，有创业者现场表示要将项目落地天津。为
把大赛办成为女性科技人才、女创客的赋能平台，大赛为
本届入围30强的选手和往届获奖选手开设了天津巾帼科
技创新创业特训班，引入北大双创资源、成功企业家、行业
专家等进行创业培训和辅导，并提供跟踪帮扶。

我市举行女性科技创新创业大赛

10名优秀创业女性入围决赛

红桥客运站下月起关闭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近日，中铁建
（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中
建（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
署了天津地铁8号线和7号线六里台换乘
站建设协议，由前者作为项目建设单位，
后者具体承担六里台换乘站建设。

作为地铁7号线、8号线换乘车站，六
里台站位于南开区鞍山西道与卫津路交
口处，紧邻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医科
大学总医院，周边环绕重要交通节点。该
站通车后将缓解鞍山西道与卫津路两条
主干路的交通压力。

地铁8号线和7号线
将在六里台站换乘

给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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