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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18时至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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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
日18时至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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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8日18时至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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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例
（中国籍3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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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籍1例），治愈出院371例，
在院19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12例）。

12月8日18时至12月9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09例（境外输入404例），尚
在医学观察20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35例、
转为确诊病例54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394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
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2月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7186人，尚有51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获悉，天津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初试将于12月25日至27日举行。为
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市高招办提醒广大考生按照要
求做好考试疫情防控事项。考生可在招考
资讯网（www.zhaokao.net）下载个人健康卡
及安全考试承诺书；须自12月11日开始，如实
填写个人健康卡，签署安全考试承诺书，并
于第一场考试入场时交给监考员。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天津自贸试
验区发布了最新一期金融创新案例11个，其
中有7个是全国首单或全国首创。至此，挂牌
6年的天津自贸试验区已连续发布金融创新
案例100个，不少案例已向全国推广。

在全国自贸试验区中，天津发布的金融
创新案例数量居前，具有特色。其中，融资租
赁、商业保理方面的创新案例更是名列前茅，
产业金融特征突出，助推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最新发布的11个创新案例中，有5个是商业

保理领域的，包括推出全国首笔跨境人民币保
理业务、发行全国首单乡村振兴ABN产品、国内
首创农业保理数字化服务平台、国内首推商业
保理团体标准行业应用、搭建全国首个央企商
业保理高端交流平台。继融资租赁之后，商业
保理正在成为天津金融创新又一名片。

跑出多个全国第一的天津融资租赁业，此
次又贡献了2个经典案例，都来自东疆保税港区，
分别为全市首例无形资产租赁纠纷予以判决、中
国（东疆）融资租赁行业发展指数2.0版本上线。

天津在绿色金融创新方面也跑到了前
列，此次有2例呈现，一例是全国首单租赁企
业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落地，这是东疆辖区
内国网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发行的，挂钩
了发行人“2年内清洁能源领域融资租赁累计
投放金额不低于200亿元”的关键绩效指标，
得到市场认可。另一例是全市首笔碳配额
质押融资业务，这是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为
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放的1000万元流动
资金贷款。其点睛之笔在于，这笔贷款的押

品，非房非车，而是大沽化工约40万吨可转让
碳配额。此举既盘活了企业的碳资产、拓宽
其融资渠道，也激励了金融机构加快推进碳
金融业务发展，并提升了天津碳排放权市场
的流动性和活跃度，可谓一举多赢。

本次还发布了2个涉及贸易与投融资便
利化的案例，一个是FT政策惠及自贸试验区
外企业，还有一个是浙商银行天津分行与境
外持牌支付公司对接，以银企直连方式创新
出口电商跨境人民币在线收款。

天津自贸试验区闯出多个“全国首单”
已发布金融创新案例100个 不少案例向全国推广

昨天早上，天津赴江西放归珍稀鸟类
的行程正式开始。天还没亮，工作人员
小心翼翼地将东方白鹳等救助候鸟装入
专用运输箱，箱身上印有带熊猫图案的
中国野生动物救护协会标记，以及天津
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字样。此次
千里放归，护送人员做了精心准备，过山
东、过河南，每到一个服务区，工作人员
都要对所有候鸟进行身体检查。昨晚8
时左右，护送车队抵达安徽省六安市停
车休整，当日行程超过1000公里。预计
10日到达江西省野生动植物救护繁育中
心。届时，候鸟们将在那里进行一天的
环境适应。12日下午，将在鄱阳湖湿地
把候鸟放归自然。

此次放归之行受到众多热心市民、网
友的关注，在津云客户端，部分网友还对
鸟儿们的习性、途中状况以及运送细节进
行了提问，随行工作人员均耐心解答，并
借助本报向爱护野生动物的读者朋友表
示感谢。

图为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候鸟状态。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我市轨道交通
Z2线一期工程（滨海机场站—北塘站）开
工。线路全长约39.26公里，设14座车站，沿
线主要经过滨海国际机场、空港经济区、滨
海高新区、开发区西区、海洋高新区、开发区
等多个行政区。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将于本月开通
初期运营。开通后，在天津轨道交通首批建
设的6座智慧示范车站和天津轨道交通全线
网已开通车站中，6号线二期渌水道站将成为
智慧程度最高、智慧功能最多的车站。为
此，记者提前来到渌水道站一探究竟。

昨天，记者在现场看到，车站装饰装修
以及各项软、硬件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均
已全部结束，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工作。作为“高配”智慧车站，渌水道站具
备20项智慧功能，除了具备首批亮相的张
贵庄站和文化中心站两座智慧车站的智能
安检、一键开关站、智能客服中心、语音购
票、智慧照明、风水联动等功能外，渌水道

站还在客流管控、应急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提升。

地铁集团第三项目管理部设备工程师
廖洪运介绍，渌水道站还为持有爱心码的乘
客提供快速进站通道，满足特殊人群需求。
智能导向功能可以让乘客在车站的电视屏
上提前预知即将到来的列车车厢温度和拥
挤程度，自主选择乘坐心仪的车厢。智能照
明和风水联动系统不仅提高了乘客舒适度，
更提高了能源管理效率。据估算，渌水道站
公共区智能照明年节电量约12.6万度，风水
联动系统年节电量约41万度，折算下来，一年
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42万千克。

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线路全长14.39公
里，设渌水道站、双港站、景荷道站、景荔道
站、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站、海河教育园区

站、南开大学津南校区站、和慧南路站、咸水
沽西站等9座车站，途经河西区、津南区和海
河教育园，通车后将有效缓解海河教育园师
生和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港新家园等地居民
出行难题，促进津南区和中心城区的协同发
展。目前，6号线二期已经通过竣工验收，正
在进行开通初期运营前的安全评估。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日前，我市发布新
修订的《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增加生育假
（产假）60天。伴随着“三孩”政策的落地，就
我市职工生育保险报销的相关政策，市医保
局做出解读。

问：三孩生育费用是否可以报销？
答：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市三孩生育政策

从今年5月31日（含）起实施。为此，自今年5月31
日（含）开始，参保人员生育三孩或终止妊娠可
以按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产前检查和计划生

育手术等报销待遇，并可按规定享受生育津贴。
问：三孩生育费用如何申请报销？
答：今年5月31日（含）起，参保人员生育三

孩或终止妊娠的相关医疗费用，可在依法依规
取得生育服务登记等相关手续后，到医保经办
机构申请补报销，补报销待遇标准不变。

问：新政实施后生育津贴发放天数是否
有变化？

答：根据我市生育保险规定，女职工生育
或终止妊娠的按日享受生育津贴。生育婴儿
的在享受98天产假期间生育津贴的基础上，增

加30天生育津贴，也就是说，生育一孩、二孩、
三孩均可以享受128天的生育津贴，如多胞胎
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再增加15天的生
育津贴，难产的再增加15天的生育津贴。目
前，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生育津贴发放天数
指导意见，未来将根据国家层面统一要求，调
整我市生育津贴发放天数，对于符合条件的女
职工将按规定补支付所差天数的生育津贴。

问：生育津贴发放标准如何计算？
答：女职工生育津贴金额=用人单位上年

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0.4×生育津贴发放天
数。企业女职工生育津贴按月发放至本人社
会保障卡账户，企业产假期间的工资高于生育
津贴标准的，应将差额部分足额发放给女职工
本人。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生育津贴按月划
拨至用人单位，由其对女职工产假工资比对后，
将高出产假工资部分的生育津贴发放给本人。

候鸟放归之旅昨日启程 引发众多热心市民和网友关注

每到服务区 都要给候鸟“体检”

地铁6号线渌水道站具备20项智慧功能

实地探访“高配”智慧车站

“三孩”落地 生育保险怎么报
市医保局详解相关政策

本报讯（记者 余强）“彩色的世纪钟，橙
色的巴黎铁塔……这些3D打印的东西太牛
了！”一阵阵赞叹声与喝彩声不时从汉沽二中
七年级的教室中传出。为进一步推进青少年
科技创新教育，丰富辖区学生的课余生活，加
强科普教育知识，培养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日
前，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华阳里社区联合寨上
街道团工委、寨上街道智启未来科普基地开
展“‘减’爱同行，科普知识进校园”活动。

活动邀请科维斯（天津）工业设计有限

公司的技术人员走进辖区内的汉沽二中，为
学生们讲解最新的3D打印成像技术，让学生
们零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

课堂上，来自科维斯的技术老师姜广赛
首先给大家详细介绍了3D打印的原理、作
用，以及3D打印技术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
服装设计、建筑模型、玩具制造等多个领域
的应用，同时让学生近距离观察3D打印作
品，了解3D打印机的工作原理，启发学生的
设计思考能力和创新思维。

随后，在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同学们现
场使用3D打印笔，发挥奇思妙想，绘制自己
喜欢的图案并打印成形。“这堂课太有意思
了，我们不光增长了‘高大上’的3D打印知
识，还动手创造了自己的作品！”邵雨萱同学
高兴地说。

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是华阳里社区推进
落实“双减”政策，打造特色青少年活动项目
的一次尝试，今后社区还将整合各种资源，开
展类似青少年科普教育活动，助力青少年健
康快乐成长。

在津参加2022年研考考生

明起填报个人健康卡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第十届天津市民营企业
“健康成长工程”发布会召开，在对天津民营企业“销售收
入百强”“依法纳税百强”等榜单进行揭晓的同时，入围企
业发展状况也随之进行了公布。

2020年度“销售收入百强”入围企业门槛为31.6亿
元，上榜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11527.7亿元，其中，33家企
业营业收入超过百亿元。从产业和行业分布来看，以批
发零售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企业75家，营
业收入合计6481.2亿元，占100强企业的56.2%；以黑色金
属冶炼加工和金属制造为代表的第二产业企业25家，营
业收入合计5046.5亿元，占100强企业的43.8%。

在“依法纳税百强”榜单中，从产业分布看，服务业上榜企
业84家，纳税总额287.5亿元，户均纳税额3.4亿元；制造业上榜
企业16家，纳税总额38.7亿元，户均纳税额2.4亿元。上榜服务
业企业数量远超制造业，且户均纳税额比制造业高41.7%。

在“促进就业百强”榜单中，上榜企业全年新增就业
总数3.24万人。其中，4家企业新增就业人数超过1000
人。从区域分布看，促进就业龙头企业主要分布在滨海
新区、东丽区和北辰区。新兴行业企业释放了更大的吸
纳就业潜力。

我市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百强”上榜企业共拥有自主
研发有效发明专利6066件。“战略性新兴产业百强”由65
家工业企业和35家服务业企业构成，从行业分布看，工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65强主要集中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服务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35强集中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今年，以信息化、智能化
管理为突破口，市城市管理委依据住建部考核系统开发
出集聚信息化、程序化、规范化于一体的“津彩分呈”管理
程序，使我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信息化管理驶入“快车道”。
截至11月，依靠该程序，我市已对全市254个街镇4843个社
区以及公共机构共计48319个点位实施全覆盖评估。
“津彩分呈”管理程序集数据采集、管理监控、量化评

估、志愿服务、基层轮值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建立了对整
个垃圾分类工作从产生源头，到清运企业，到最终的垃圾
中转、处置的完整处理链条，并形成数据库。市垃圾分类
办评估组对全市16个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情况评估成
绩便是依据该程序作出的。

除评估外，“津彩分呈”还为执法处罚提供依据。评估
过程中，对发现的混装混运、垃圾撒漏等违法问题，评估员通
过“津彩分呈”固定证据并实时上传，督促各区依法依规实施
处罚。一年来，全市城市管理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0余
万人次，开展执法检查20多万次，下达“温馨提示单”和“责令
整改通知书”3.6万份，立案查处753起，罚款额100余万元。

民企交出年度“成绩单”

新经济保持强势增长态势

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

“津彩分呈”盯紧垃圾分类全链条

48319个点位评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按照公安部统一
部署，自今年12月10日起，在前期试点和分批
推广应用基础上，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
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App核发货车电子
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4项
“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在全
国全面推行。其中，作为试点城市，我市公
安交管部门自今年6月1日起，已经陆续试点
实行了上述措施。

我市目前已有90余万驾驶人通过线上申
领电子驾驶证，实现“亮证”通行；9700多辆二
手车成功办理异地交易登记手续，交易双方
无需再往返跑路；2700余名货车司机通过线
上申领通行证完成城市配送运输；互联网制
作查阅事故凭证，实现网上查询交通事故维
护率及证据材料维护率均达到100%。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

到，结合区域互联网医疗产业发展态势，经开区积极探
索数字医疗产业“一企一证”行政许可创新模式，将互联
网医院纳入“一企一证”政务服务清单。目前，经开区已
有两家互联网医院通过“一企一证”准入服务落地。同
时，围绕滨海—中关村科技产业聚集发展定位，初步形
成了泛生子、零氪科技、橙意家人等多家上市和拟上市
医疗企业聚集的数字医疗产业“生态圈”。

针对平台经济领域普遍存在的跨部门、跨行业、准入
程序繁琐、耗时长等痛点，经开区政务办深化“放管服”改
革，制定规则并下放互联网医院审批权限，研究形成了互
联网医院准入“全生命”周期服务指引，助力新业态落地
生根。“我们优化了互联网医院准入程序，将原有实体平
台与信息化平台的‘串联’审批，升级为‘并联’审批，实现
‘一步审核、一步评审’，为企业减少差不多一半的申报时
间。”经开区政务办相关负责人说。

4项便民措施今起在全国推行

我市试点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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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截至2021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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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49件。其中：滨海新区2471件、和平区396
件、河东区804件、河西区793件、南开区913件、河北
区629件、红桥区328件、东丽区701件、西青区845
件、津南区899件、北辰区993件、武清区820件、宝坻
区898件、宁河区609件、静海区922件、蓟州区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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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区

滨海新区

和平区

河北区

南开区

河西区

河东区

红桥区

东丽区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蓟州区

武清区

静海区

宁河区

宝坻区

名次

——

1

1

3

4

5

6

1

2

3

4

1

1

3

4

5

考核结果

93.1

93

93

92.5

92.2

90.4

90.3

94.9

92.3

91.7

90.1

92.8

92.8

92.7

91.3

91.2

部门

旅游集团

市民政局

市公安局

城投集团

市路灯管理处

市水务局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通信管理局

名次

1

2

3

3

3

6

7

7

9

10

考核结果

96.6

96

94.8

94.8

94.8

94.7

94.4

94.2

93.9

93.6

11月份城市管理综合考核结果公布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1年12月10日

3D打印进校园 让孩子尽享科技“大餐”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可实现语音购票、视频询问等功能于一
体的智能客服中心。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优化准入程序 申报时间减半

经开区将互联网医院纳入
“一企一证”政务服务清单

轨道交通Z2线一期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