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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继续做好我市公
用公房维修管理，确保房屋安全使用，日前，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重新修订了我市公用公
房维修范围，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17年，我市印发公用公房维修范围的
通知，规定了维修管理的原则、范围、资金来
源和责任，为做好公用公房维修管理、提高
服务水平提供了政策依据。5年来，全市累
计维修市级公用公房105.41万平方米，使用

修缮资金7588万元，受益单位208个；累计
维修区级公用公房174.1万平方米，使用修
缮资金13997.81万元，受益单位803个，确保
全市公用公房使用单位办公用房的安全、正
常使用。

此次重新修订明确了公用公房查勘的
主体为管理单位，参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关于印发天津市直管公产房屋管理办法的
通知》，公用公房维修费从租金总额中提取

比例由“不低于60%”调整至“不低于65%”。
近年来，我市新接管的部分公用公房采

取地热等供热形式，此类热源及一次管网为
供热生产设施，不属于房屋本身的采暖设施
设备，应由供热专业部门或承租人负责维
修，因此重新修订后不纳入修缮范围，在采
暖、给排水维修范围中，增加了“热源及一次
管网除外”的描述。

此外，重新修订后的政策对于维修范围

以外部位的维修责任，增加了避雷设施及其
他外檐装饰装修等超出公用公房维修范围的
项目。避雷设施与消防设施、电梯同属需要
专业技术部门检修、检测的设施设备，应由承
租人委托专业部门负责维修养护。玻璃幕墙
及其他外檐装饰装修属于超出办公功能以
外，承租人为满足个性化装饰需求实施的，应
由承租人负责维修，因此，对这两项维修内容
也在此次修订中予以明确。

天津公用公房维修范围拟调整
维修费从租金总额中提取比例调整为“不低于65%”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市农业农村委发布全
市菜篮子产品价格监测专报显示，今年春节期间，我市
肉菜价格持续保持稳定，市民节日菜篮子丰盈。

行业主管部门2月6日监测数据显示，当天重点监测
的108家超市、59家菜市场，蔬菜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斤
10.65元，环比下降1.21%，同比下降4.40%。重点监测的
13种蔬菜中，西红柿、茄子等11种蔬菜零售价格环比下
降。当天对20家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猪肉
批发均价每公斤21.91元，环比下降0.32%，同比下降
43.79%；牛肉批发价格每公斤72.62元，环比持平，同比下
降0.86%；羊肉批发价格每公斤79.69元，环比下降0.20%，
同比下降10.13%；鸡肉批发价格每公斤14.34元，环比持
平，同比下降2.25%。

我市春节市场肉菜价格稳中有降，受益于多个有利
因素：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外购蔬菜等数量充足；我市
冬储蔬菜及时上市，平抑了菜价；10个涉农区保供蔬菜基
地发挥积极作用，速生叶类蔬菜等大量上市。

本报讯（记者 韩雯）当前，北京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引爆购买潮，导致“一墩难
求”。如果这时有人告诉你，他手里有“冰墩
墩”的存货，你会心动吗？我市反诈民警提

醒市民，“馅饼”背后必是陷阱。
目前，已出现因购买冬奥会纪念品被骗的案例。刘

某结识了一名自称某艺术品公司员工的网友，对方推荐
了奥运纪念徽章等三套冬奥会纪念品。刘某转账3.8万
元购买，收到纪念品后发现质地不佳，发票也不正规，几
次要求退货未果，最后，发现该公司已被注销。
“此类诈骗蹭冬奥会热度，多有两种套路，一是‘以

次充好’，用不具收藏价值的纪念品冒充；二是‘空手套
白狼’，以‘冬奥会纪念品’为幌子，收到转账就拉黑对方
后消失。”反诈民警提醒市民，最好登录冬奥会官方网站
或向权威机构核实各种与冬奥会相关的活动；遇到需要
支付“预付款”“定金”“手续费”等的情况，诈骗的可能性
极大，千万不要轻信；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和
网页，不要轻易在网上泄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存款信息、
银行卡信息等；一旦被骗，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或
到就近派出所报警。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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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1月29日（含）以来途经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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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津前
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集中管理（同
住人员共同隔离，推荐单人单间单卫）。

春节期间肉菜价格保持稳定

多重因素保障节日菜篮子丰盈

当心，骗子在蹭冬奥会热点

反诈民警提醒：“馅饼”背后必是陷阱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市生态
环境局公布了去年12月份我市及各区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及经济奖惩情
况。去年12月份，36个国考断面中，Ⅰ
至Ⅲ类水质断面15个，占41.7%；劣Ⅴ类
水质断面1个，占2.8%；主要污染物中，
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和总磷同比
降低，降幅分别为12.7%、11.4%和5.3%；
氨氮同比持平。

按照综合污染指数、同比变化率和
出入境浓度比值三项指标进行综合排
名，排名较好的前三名为宝坻区、津南
区和蓟州区，较差的后三名为红桥区、
河东区和河西区。对照去年12月份综合
排名结果，对宝坻区、津南区、蓟州区、
滨海新区、宁河区、静海区和北辰区给
予财政奖补。对红桥区、河东区、河西
区、西青区、河北区、和平区和南开区实
施扣减财力。按照有关规定，东丽区和
武清区不予奖惩。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市生态环
境局公布了去年12月份我市及各区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去年12月，我市环境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4.88，同比下降2.8%；优
良天数23天，同比增加2天；优良天数比
率74.2%，同比上升6.5个百分点；重污染
天数1天，同比增加1天；PM2.5、NO2、CO
和O3浓度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5.7%、
5.6%、30.0%和5.1%。

去年12月，各区PM2.5浓度在29至
65μg/m3之间，优良天数比率在64.5%至
93.5%之间。按照PM2.5浓度、PM2.5改善
率和优良天数比率排名位次数值各占
30%、30%和40%的权重进行排名，去年
12月排名较好的区为宁河区、武清区和
蓟州区，较差的区为静海区、和平区和
河北区。

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公布

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

聚焦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为加强和规范我
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津心办”数
字社会综合应用平台，以下简称“津心办”平
台）建设，加快政务服务数字化发展，近日，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天津市一体化政务服务
平台移动端建设工作方案（2022—2023年）》
（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全面提升移动政务
服务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利企便民。

编制清单 推动清单内

事项“掌上可办”

根据《工作方案》，2022年年底前，推动天
津市“政务一网通”平台、“津心办”平台深度
融合和数字化政务服务业务中台建设，实现
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平台与全市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充分对接，“津心办”平台与全国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应接尽接”“应
上尽上”，全市移动政务服务能力显著提
升。编制“津心办”平台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清单和高频民生服务事项清单，推动清单内
事项“掌上可办”，积极推进清单内事项在全
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无差别受理、
同标准办理，支撑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在移动

端“跨省通办”“京津冀通办”“无感漫游”。
2023年年底前，持续推动数字化政务服务业
务中台与各业务办理系统深度融合，将职能
部门办理的“单个事项”集成为企业和群众
视角的“一件事”，推动应用场景不断丰富，
多渠道综合服务能力显著增强，运营保障机
制逐步健全，有效促进全市数字化发展。

“津心办”统一对外提

供移动政务服务

《工作方案》提出，“津心办”平台是我市
移动政务服务的主要提供渠道和总入口。
各区、各部门要充分借助全市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支撑能力，整合各自政务服务资源，
持续完善全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共同建
设“津心办”平台。各区、各部门原则上由

“津心办”平台统一对外提供移动政务服务，
不再新建独立对外服务的政务服务平台移
动端，按照“应接尽接”“应上尽上”原则，逐
步整合已建成的各类政务服务平台，将相关
服务应用接入“津心办”平台。

强化支撑丰富场景 线

上线下服务同质

《工作方案》明确三项重点任务。一是强
化平台支撑能力，推动各类政务服务规范管理
和协同服务。提出统一标准规范、统一清单管
理、统一身份认证、统一数据共享、统一应用管
理五方面要求。二是丰富集成应用场景，优化
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服务功能和方式。提出
优化集成式政务服务，丰富“一件事”应用场
景，优化“一件事”办理模式；推广便利化政务

服务应用，提升共性基础能力，推广“扫码亮
证”服务，提升适老化服务，推广“一证通办”
“无感通办”，拓展便民服务应用；优化个性化、
智慧化政务服务，打造用户专属服务空间，优
化办事搜索引导功能，优化智能客服功能，完
善移动政务服务“好差评”；积极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技术，综合
利用数据挖掘、智能学习等方法，创新移动政
务服务。三是构建数字化政务服务业务中台，
统一线上线下服务体验。提出打造数字化政
务服务业务中台、全面推进综合窗口改革和优
化服务运营等工作措施，通过进一步统一政务
服务事项标准，规范和细化政务服务事项要素
信息，为场景式服务和统一服务体验提供智能
化工具，为各渠道政务服务应用提供同源数据
支撑，加快实现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服务同质。

网上办政务 就找“津心办”
我市打造统一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多事项集成“一件事”线上线下服务同质

■ 本报记者 韩雯

身在异乡非异客，心之安处亦故乡。刚
刚过去的2021年，在津生活的古丽大姐一家
没想到，竟然在他乡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愁事
解决了，带着一种归属感，他们终于过上了
一个踏实的春节。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一家人还是愁容

满面的。”来自新疆的古丽大姐，在我市北辰
区经营一家烧烤店，因为小孙女没有户口，
上学成了难题。随着报名上学的时间越来
越近，他们急在心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之时，公安北辰分
局民警入户问需求。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古

丽大姐把自己家的难题说了出来，意想不到
的是，民警“真当事”了。
“古丽大姐的小孙女迟迟没上户口，问

题的症结在于出生证丢失。”公安北辰分局
治安管理支队教导员邱湃与社区民警夏存
一次次上门询问详细情况。“我们也曾多次
回新疆办理孩子户口，但都没有结果，后来
又赶上疫情，户口的事只能放在一边了。”古
丽大姐把眼前的民警当成了贴心人。

孩子报名上学的时间眼看就要到了，
时间不等人，邱湃和夏存赶紧整理材料，
上报到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总队，在与新疆
警方取得联系后，古丽大姐小孙女的户口
有了着落，上学梦从“遥不可及”变成“触

手可及”。
办完户口，担心古丽大姐一家人因语言

不通在报名上学时再遇到困难，邱湃和夏存
一直帮着与学校沟通，直至孩子拿到录取通
知书。作为女民警，心细的邱湃还利用休息
时间，在开学前帮着古丽大姐的小孙女顺利
通过“语言关”，让小女孩从害羞、不敢与陌生
人打交道到开朗地与人相处。“警察阿姨，我
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后也要当警察，帮助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稚嫩的童音，是邱湃听到的
最动听的“表白”。

因为小孙女的户口问题，让古丽大姐一
家与公安民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今年1月，
参加战“疫”的邱湃和夏存经常收到古丽大姐
的问候：“你们一定要注意防护！”过春节，邱
湃和夏存带着自己准备的年货给古丽大姐一
家拜年。

古丽大姐一家与一抹“藏蓝色”的故事还
在继续。

北辰警方帮小女孩圆“读书梦”收到最动听“表白”——

“长大后我也要当警察”

日前，萨马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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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忠权

82岁的蓟州区文昌街道独居老人董凤
英，今年春节过得特幸福，因为她有了一个
“代理儿子”——鑫海苑社区党委书记陈志
宇。这位“代理儿子”节日里给董凤英老人
买了一件紫红色的棉衣，还帮老人做饭、贴
春联，陪老人聊天，跟亲儿子一样暖心……
“我的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因为疫情

影响不能回家跟我一起过年。有了‘代理儿
子’陈志宇，这个年过得一点儿也不孤单。”
老人说。

文昌街道下辖多个老旧小区，老年人居
多。为此，街道党工委首先组织开展“敲门
行动”，社区党员干部绘制“民情地图”，爱心
标记、精准定位，用心用情制定“暖心菜单”，
细化洗澡理发、洗被罩床单、备置年货等16类
服务项和药品代买、装可视门铃、养生咨询
等5类健康项以及6类情感项，实现关爱老人
个性化、精准化、多样化。

文昌街道办事处相关部门负责人陈俊
哲介绍，为以实际行动帮助社区困难老人，
他们聚焦失独老人和空巢老人，创新建立关
爱服务、关心健康、情感照料等暖心清单，实

行老人“点单”、党员“领单”服务。社区党员
干部纷纷化身“代理儿女”上门服务，让困难
老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文昌街道党工委书记张静，作为“代理儿
女”，主动和3名困难老人“结对子”，不但经常
入户看望，还自己花钱给困难老人买了洗脚
桶，并替困难老人交电话费。今年春节期间，
文昌街道600余名党员干部与470余名老人
“认亲戚”，截至目前，已帮助老人实现心愿
100多项，解决实际困难130多个。
“除了春节期间进行暖心服务外，我们一

年四季都要当好‘代理儿女’，让困难老人安
享晚年生活。”张静表示。

蓟州区文昌街道党员干部主动“结对子”“认亲戚”

这里的困难老人有“代理儿女”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姜凝）日前，天津体育学院大
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开发的大学生专属校园学习生活一体
化平台——“校园百宝袋”正式上线试运营。“校园百宝袋”
是该团队研发的“机器猫校园”项目的3.0版。在前不久落
幕的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上，该项目被评为
最佳创业项目。同时，我市3篇论文被评为优秀学术论文，
两个项目被评为最佳创意项目，获奖数量位居全国第三
位，创历史最好成绩。此外，市教委荣获省级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最佳组织奖，天津大学荣获高校最佳组织奖。

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由教育部主办，是依托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开展的一项重要年度性展示
交流活动，也是全国高校本科教学改革中覆盖面最广、
影响力最大、学生参与最多、水平最高的盛会之一。

本届年会以“锐意探索 突破进取”为主题，共有来
自全国30个省299所高校的514个项目参加交流，最终评
选出20篇优秀学术论文、21个最佳创意项目、12个最佳创
业项目、20个我最喜爱的项目，授予7个省市教育厅和11
个高校最佳组织奖。

我市自2007年实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以来，
一直秉承“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的原则，共立
项3万余个，参与学生达15万余人次，累计投入经费超过
2.56亿元。依托该项目，学生发表论文7397篇、参与学科
竞赛获奖8221项、参与申报知识产权数2577项。
“今年，我们将积极推进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

养全过程，推动高校健全创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和实践
平台，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遴选建设一批天津市
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建强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办好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深入实
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培育创新创业种子项目，
建设具有天津特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市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我市多项目获奖创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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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月
8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我市各项管控措施仍在严格执行中。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宝坻区八
门城镇小站稻种植户刘振平喜获45万元信
用贷款，完成了小站稻土地承包费的缴纳，
特别开心。该笔贷款是我市为确保今年粮
食生产大丰收，创新推出的“春耕贷”首笔
贷款。

据市农业农村委介绍，为确保今年粮食
生产安全，他们积极指导天津农担公司与合
作银行在粮食主产区集中开展“春耕贷”业
务。“春耕贷”首期将为小站稻经营主体提供
5000万元纯信用担保贷款，并根据种粮经营
主体融资需求及时调整“春耕贷”总体担保
规模。“春耕贷”业务采用“见贷即保”模式，
银担双方统一准入标准、设立快速通道，最
快两个工作日就可放款。

首笔纯信用担保

“春耕贷”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