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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金融对接 体验天津温度与速度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高成长初创科技型企业专项投资面向
的是申请投资时，从业人数不超过200人，其
中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从业人数不低于
30%；资产总额和年销售收入均不超过3000万
元；申请投资时设立时间不超过5年（60个
月）；申请投资时未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在昨天市人社局举办
的“天津市博士后创业项目与金融机构线上
撮合对接会”上，海河产业基金负责人付猛向
线上的博士后创业团队介绍高成长初创科技
型企业专项投资。市人社局专业技术处处长
田海嵩补充：“大家可以通过所在区科技局申
请，也可以通过人社局推荐。”

这次对接会是信创和高端装备领域专
场，市金融局、海河产业基金、9家金融机构与
22家信创、高端装备领域博士后创业企业开

展线上视频对接，市金融局、商业银行分别
解读金融政策和产品，重点向企业介绍了金
融需求。
“这次撮合对接活动旨在持续支持博士

后创新创业，主动服务企业解决复工复产融
资、贷款难题，精准实现博士后创业企业需
求的点与金融机构产品支持的面相结合，打

造有呼应、有感受、有成效的良好发展环境，
进一步提振高层次人才项目在津发展的信
心。”田海嵩介绍，活动的金融支持丰富，包
括创新创业金融支持政策、高成长初创科技
型企业专项投资政策，天津农商银行、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浦发银行等4家商业银行针
对博士后创业企业的普惠信用贷、专精特新

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最新惠企政策和金
融产品，4家投资机构提供融资支持。参会的
22家信创、高端装备领域博士后创业企业均
掌握自主核心专利，项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或填补国内空白，科技含量高、项目转化程度
高、成长潜力大，是推进天津市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的生力军。
“这笔贷款为我们及时复工复产起到了重

要作用，希望以后能帮助企业对接更多更好的
要素资源。”坐落于津南区的凯尔测控技术（天
津）有限公司现场与银行达成贷款意向，企业
负责人表示，活动对企业在银行贷款、创业投
资、上市服务等方面帮助很大，让企业感受到
天津温度。经过有效的对接洽谈，天津农商银
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与华慧芯科技公
司等16家博士后创业企业在线签约意向贷款
5300万元。有的银行在疫情期间已经完成在
线尽调等工作，更体现了天津速度。

在农历虎年新春佳节到来之
际，我市干部结对认亲的新疆和田
地区维吾尔族群众阿瓦妮萨罕·阿
卜杜热合曼、努尔麦麦提·麦提萨依
木母子俩，向天津亲人寄来了三幅
剪纸作品。母子二人是在“天津剪
纸艺术进和田”活动中学会了简单
的剪纸制作工艺，通过亲手制作这
三幅作品，深切表达了祝愿伟大祖
国繁荣昌盛的美好期盼。

图一：《福满津和》（尺寸：

28cm×36cm）是母亲阿瓦妮萨罕·

阿卜杜热合曼的剪纸作品，以和田

桑皮纸作为衬托，将一个大大的

“福”字造型凝结在红石榴图案中，

表达了永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殷嘱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全国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地抱在一起，团结一心、和谐安康、

富裕幸福。

图二：《大爱无疆》（尺寸：

25cm×35cm）是努尔麦麦提·麦提

萨依木小朋友自己动手剪出的“爱”

字图案，其中包含着“红心”、鸽子、

石榴花等元素，表达了对天津人民

无私援助的感激之情和津和两地人

民永远亲如一家的热切心声。

图三：努尔麦麦提·麦提萨依木

制作的《虎年吉祥》（尺寸：28cm×

38cm），通过活泼可爱的剪纸小老

虎造型，祝愿天津亲人虎年吉祥、身

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福满津和》 《大爱无疆》

《虎年吉祥》

■ 本报记者 高立红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作为冬奥
会特设仲裁庭唯一一名中国籍仲裁员，天津
律师白显月已经到“岗”，开始了冬奥会仲裁
工作。北京冬奥会是白显月第一次作为奥
运会特设仲裁庭仲裁员参加奥运会，为此，
他做了很多专业准备。昨天，本报记者连线
采访了他。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北京
五洲大酒店二楼，是国际奥委会公布的冬奥
会特设仲裁庭办公地址，北京冬奥会期间，
白显月等人在这里办公。

按照《奥林匹克宪章》第61条规定，特设
仲裁庭管辖权从奥运会开幕式前10天开始一
直到奥运会闭幕。此间出现的所有运动项
目相关争议都可以提交仲裁庭裁决，包括兴
奋剂、运动员参赛资格、裁判裁决及某一代
表队放弃比赛后剩下参赛资格如何分配等
问题。裁决是终局的，具有约束力。

奥运会特设仲裁庭对仲裁员专业水准要
求很高。白显月律师是国浩律师（天津）事务
所天津合伙人，早年在南开大学获得法学学士
学位后，又相继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欧盟法硕
士学位和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他有着丰
富的涉外法律与仲裁实务经验，在体育法领域
也颇有建树，曾于2011年代理中国奥运会冠军
佟文的国际体育仲裁院案件，并获得中国运动
员在该机构历史性首次胜诉。他2015年被国
际体育仲裁院（CAS）聘为仲裁员，2018年参加
第18届亚运会，组建亚运会体育仲裁庭并作为
首席仲裁员和边裁审理多个案件。

今年1月18日，国际体育仲裁院确定在
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建立奥运特设仲裁
庭，白显月成为9名仲裁员中唯一一名中国籍
仲裁员。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日前，市医保局官网公开发
布《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通知》，将在2023
年前建立健全我市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全面建成权
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

所谓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即明确基本制度内涵、待
遇支付边界、政策调整权限、决策制定流程的清单，包括
基本制度、基本政策、医保基金支付和不予支付的范围。

根据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相关意见，按照杜绝增量、
规范存量的要求，原则上不得再出台超出清单授权范
围的政策。以往出台的与清单不相符的政策措施，在
2023年年底前逐步完成清理规范，同步做好政策衔接
过渡。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人民众志成城，
万众一心，坚决阻击奥密克戎传播，疫情防控取得了阶
段性明显成效，全市上下精神振奋、欢欣鼓舞。农历虎
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冬奥盛会即将拉开帷幕。为了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春节，请您遵守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关法
律法规。

1.请您严格遵守《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决定》《天津市烟花爆竹安全管
理办法》和各区人民政府通告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禁止
生产、销售、经营（含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过一个
平安和顺年。

2.请您提醒亲朋好友、邻里街坊拒绝燃放烟花爆竹，
宣传有关法律法规，用贴春联、福字、窗花，挂年画、布置
花卉等方式美化家居，过一个喜庆红火年。

3.请您倡导绿色环保理念，带头践行勤俭节约、文明
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参加文娱活动和有益健康的体育活
动，遵守疫情防控措施，过一个欢乐祥和年。

对违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请
拨打110进行举报。

天津是我家、守护靠大家，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建设绿
色生态宜居的美丽天津贡献一份力量和热情，“津”彩有
你。在新春来临之际，向市民朋友拜年，祝您身体康健、
阖家欢乐、虎年吉祥！

天津市文明办

天津市公安局

2022年1月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获悉，滨
海新区总工会启动“党的温暖送万家 共同
缔造‘十四五’”2021年冬季送温暖及2022年
春节慰问活动，向困难职工、春节期间坚守
一线的干部职工、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农民
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约8.7万人，送上装
有米面油蛋奶等生活物资、防疫用品及慰问
金的“年货礼包”。

今年，滨海新区总工会扩大覆盖面，慰
问对象包括建档的困难职工，工伤、职业病
致残的职工和因公牺牲的干部职工家属，长
期在高（低）温、高空、有毒有害和苦脏累险
环境中工作的职工，春节期间坚守在生产、
交通运输、电力、环卫等岗位以及直接服务
群众的干部职工，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农
民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

滨海新区总工会将做好农民工、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等群体的维权服务，并为春节期间坚
守岗位的农民工送上“年夜饭”；同时将“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温暖行动服务月”活动与“送温
暖”慰问活动有效衔接，形成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群体常态化“送温暖”机制。滨海新区总工
会还将重点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困难职工
等特殊群体，向因患重病、工伤病亡、遭受各类
灾害或突发意外等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提供帮扶，将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应纳尽
纳；对深度困难、相对困难、意外致困、其他困
难等不同类型的困难职工家庭精准施策、分类
帮扶，实现帮扶常态化、长效化。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
确保2022年春节期间高速公路通行安全，依据《道路交通
安全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安全管理办法》，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河北省公安
厅交通管理局决定，自1月31日0时至2月6日24时，实施危
险物品运输车辆限行措施。

一、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机动车载运
危险化学品指定时间路线速度报告凭证》《机动车载运
危险化学品目录以外的其他危险货物指定时间路线速
度报告凭证》《剧毒化学品道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物品
运输车辆）在天津市行政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

二、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包括持有《剧毒化学品
道路运输通行证》的危险物品运输车辆）在河北省行政
区域内高速公路行驶。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市公安局通报典型案例，
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法守法，主动劝阻、监督他人不去燃
放烟花爆竹，共同营造平安祥和的社会治安环境。

男子大量“囤货”涉嫌非法经营罪

公安静海分局中旺派出所社区民警在走访中发现，
辖区某工厂内存放了各类烟花爆竹1100余箱。经查，中
旺镇村民刘某某（男，50岁）为牟利，从外省大量购买烟花
爆竹，并在静海区内出售，交易金额达30余万元。公安机
关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决定对刘某某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储存、运输烟花爆竹被拘留

公安静海分局西翟庄派出所民警在巡逻检查中发
现，西翟庄镇人杜某某（男，39岁）在其驾驶的车辆中存放
烟花爆竹30箱。公安机关决定对杜某某依法予以行政拘
留处罚。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全市各级公安机关
重点围绕涉烟花爆竹的售卖、储存、运输、燃放等违法犯
罪行为开展常态化打击治理行动，重拳打击涉烟花爆竹
违法犯罪行为，消除辖区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日，全市“菜篮子”产品价
格监测专报显示：当前我市猪肉、羊肉、鸡肉等市场供应
量充足，批发、零售价格均呈现稳中有降态势。

据行业主管部门重点监测的20家农副产品批发市
场数据显示，猪肉批发均价每公斤23.21元，环比下降
0.13%，同比下降41.81%；羊肉批发价格每公斤79.57元，
环比下降0.18%，同比下降10.36%；鸡肉批发价格每公斤
14.17元，环比持平，同比下降4.96%。受批发价格影响，
上述肉类零售价格也保持稳中有降态势，其中每公斤白
条猪降为20元、羊肉降为80元、白条鸡降为15元。

目前蓟州区、宝坻区、静海区、武清区、宁河区相关
部门积极帮助饲养大户加大猪、羊、肉鸡等出栏数量，市
场供应量充足。畜牧专家分析，今年春节期间，我市肉
类批发、零售价格将继续保持稳中有降态势，尤其是生
猪每日屠宰上市量达到510吨，确保猪肉不会涨价。

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建立

文明过年“津”彩有你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比新房还火 二手房成交创历史新高
我市房屋交易各指标均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 新建商品房销量增幅排名提升2位

2021年津城楼市盘点

春节期间肉类价格保持稳定

重拳打击涉烟花爆竹违法行为

春节期间津冀地区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高速禁行

北京冬奥会特设仲裁庭开始办公

天津律师成为

唯一中国籍仲裁员

温暖过年 惠及约8.7万人

滨海新区派送“年货礼包”

市金融局、海河产业基金、9家金融机构与22家信创、高端装备领域博士后创业

企业开展线上视频对接。天津农商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市分行与华慧芯科技公

司等16家博士后创业企业在线签约意向贷款53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陈璠）距离春节不足一
周，楼市逐渐进入假期节奏。根据最新出炉
的数据显示，在政策供需两端的扶持下，去
年全年我市房屋交易量同比保持增长，房屋
交易价格同比上涨，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各
指标均位于全国中上游水平。去年我市新
建商品房销售1434.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9.8%，增幅排名提升2位；二手房成交量、成
交面积、成交金额均刷新历史纪录，实现完
美收官。

数据盘点：二手房火过新房

“去年全市二手房交易比新房多出1.9万

套，远高于2018年、2019年的1.1万套水平，持币

待改善的卖旧买新型潜在购房需求十分旺盛”

成交数据是楼市最直观的“温度计”。
据统计，2021年我市新建商品房销售1434.5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8%，增幅在全国较
1至11月排名提升2位；成交均价16182元/平
方米，同比增长0.1%；成交总金额突破
2322.76亿元，达到近五年最高，成交面积在
华北地区居首位。

去年全年我市二手房交易量达到13.5万
套，同比上涨13%；成交面积约为1152万平方
米，同比上涨13%；成交金额1530亿元，同比
上涨14%，均创下历史新高。

对比来看，二手房成交量超过新房，去年
全市二手房交易比新房多出1.9万套，远高于
2018年、2019年的1.1万套水平，可见持币待改
善的卖旧买新型潜在购房需求十分旺盛。

业内分析认为，2021年的天津楼市稳字
当头，量增价稳。天津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构建双城发展格局，结合重点项
目、人才引进精准设计住房政策，实现了房
地产市场调控的及时、精准、有效。
“供需层面利好带来了住房成交量的增

长。”天津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在房住不炒的大背景下，天津二手房交
易的主要群体为刚需购房者和改善型自住购
房者，随着天津对外地来津人员的吸引力不
断提高，加之改善型购房者在阶段性观望后
集中释放，使得市场需求量迅速增加。此外，
近年来环城四区逐步开发建成的新建商品房
集中上市，地铁建设带来的交通优势和价位
优势，也吸引了不少购房者。

中介新增带看量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走
高趋势。“去年贝壳天津站月度带看量达30万
人次，购房者处于十分活跃的状态。”贝壳找
房天津站市场总监杜刚说，“根据我们2021年
成交数据，刚需型房源主要成交区域在市内
六区，占比高达81%；刚需改善型房源分布较
为均衡，市内六区略高于其他区域；改善型
房源则主要集中在市内六区和远郊区，整体
市场处于平稳运行之中。”

购房者画像：“85后”成购房主力

“改善型产品正在逐渐全龄化，新生代购

房者注重产品形式，功能性较强的三居室户

型越来越受欢迎”

在我市房地产市场中，“85后”成为最活
跃的主力购房人群，其中二次置业者约占半
数。他们的购房需求主要关注子女教育、户
型功能性和房屋性价比。

2021年全市新房销售榜中，排在前十位的
楼盘主要分布在市区、滨海新区核心区，除了
拥有出色的交通商业配套外，教育资源也是亮
点，很多都是精装交付。这些楼盘的卖点，正
好符合了“85后”工作忙碌、生活图方便的需求。
“我市房屋交易在刚需为主的基础上，改

善型产品正在逐渐全龄化，新生代购房者注
重产品形式，功能性较强的三居室户型越来

越受欢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场监管处处
长孙超表示，近年来我市新建商品住房套均
交易面积在110平方米左右，90至120平方米户
型交易量最大，约占四成，但去年以来户型结
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去年三室住宅的交易量
占比由2018年的57.1%提升到2021年的64.9%，
两室住宅的交易量占比由26.6%下降为20.7%，
高总价区间交易增长，低总价区间交易下降，
可以看出，居民购房品质有所改善。”

楼市调控：支持合理住房消费

“预计春节后随着各项目陆续复工建设，

三四月份将迎来一波交易小高峰”

“2022年天津房地产市场还是以稳为主
基调，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依然是调控的
最重要工作。”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唐连
蒙说，“预计春节后随着各项目陆续复工建
设，三四月份将迎来一波交易小高峰。”

为支持合理住房消费，今年我市将结合
国家生育政策，研究多子女家庭购房支持政
策，一方面，根据他们对更大居住空间的实际
需要，鼓励购买大户型商品房；另一方面，优
化操作程序，支持他们通过置换等方式，不断
提升居住环境和品质。与此同时，研究针对
城市更新腾迁居民等群体的购房支持政策，
在保证满足刚性需求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
居民改善型房屋的置业需要。
“今年我们将继续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保障，有序推动房地产企业复工复产，对冲疫
情影响，实现一季度开门红。积极采取以函
代证、容缺后补等措施，优化房地产项目前期
手续，全力促开工、促进度、促上市。优化商
品房预售监管资金拨付程序，进一步提高监
管资金使用效率，加快项目建设。同时，积极
落实国家金融政策，满足房地产企业及购房
人合理资金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唐连蒙说。

1984年6月，在时任国际奥会委主席萨马

兰奇的推动下，国际奥委会成立国际体育仲裁

院（简称“CAS”）。多年来，特设仲裁庭影响力

不断壮大，被称为国际体育界“最高法院”。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首次设立奥运会特设

仲裁庭，之后每届奥运会都设立该机构。

背景深读
冬奥会特设仲裁庭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