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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新经济服务业企业和高端人才

高新区8条奖励新政真“下本”
本报讯（记者 张璐）为鼓励新经济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滨海高新区日前制定《促进新
经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办法（暂行）》及实施
细则。高新区将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平台经
济、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
人驾驶、量子科技、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
态，吸引新经济服务业企业和高端人才向滨
海高新区聚集。

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办法共计8
条，从支持阶段、支持要素和支持对象等层
次，形成了具备综合性优势的政策体系。从
支持阶段看，涵盖总部落户、经营贡献等不同
的企业发展阶段；从支持要素上看，涵盖办公
用房、人才引育等不同的要素角度；从支持对
象上看，涵盖了资质获取、生态营造等多个不
同的维度。

●办公用房奖励
新引进企业在滨海高新区范围内租赁自

用办公用房，经确认符合条件的，首年按照总

面积不超过企业办公人数10平方米/人/年
的标准给予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房租
的70%，每家企业每年补助总额不超过100
万元；第二年仍申请补助的企业，要求其上年
度对滨海高新区综合贡献不少于100万元。
补助期限不超过3年。新引进企业年营业收
入达到2000万元(含)以上的, 按照其首次装
修办公用房实际发生费用30%的标准，给予
最高100万元的一次性装修补助。

●经营贡献奖励

新引进企业年营业收入达到3000万元、
5000万元、1亿元、3亿元、5亿元、10亿元时，
分别给予企业50万元、100万元、200万元、
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资金奖励。

●总部落户奖励
对在滨海高新区新设的总部企业（民营

总部及外资总部），按实收资本和综合贡献给
予最高3000万元奖励。

●人才引育奖励
对新引进企业新招聘员工，在津落户并

与企业签署三年以上（含三年）劳动合同的，
按年度发放租房和生活补贴。每人每年1.2
万元，最长奖励3年。

●高端人才奖励
面向为新引进企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高端

人才给予资金奖励。从年收入30万元到100
万元及以上的人才，分别给予每人每年0.5万
元到3.5万元的资金奖励。

●荣誉资质奖励
对首次入选“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

企业和集成电路设计企业”，以及当年获得工
信部认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牵头单位，给予
一次性200万元的奖励。对首次获国家级、
天津市外贸综合服务平台认定，首次获得信
息安全、数据管理、信息系统集成、文化视听、

游戏娱乐等领域资质认证、许可、版权等，根
据具体情况，给予5万—200万元的奖励。

●生态营造奖励
支持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云计

算和大数据、互联网等平台型企业（业务规模
随用户增长扩大、收取平台服务费用的企业）
开放核心应用、内容等平台能力，为开发者导
入用户、流量、接口、技术、产品推广等资源。
对平台型企业按不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30％
给予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示范企业奖励
鼓励电商企业集聚发展，对具有ICP（网

站经营许可证）认证，经国家和本市认定的电
子商务示范企业，分别给予100万元和80万
元的奖励。垂直化电商平台、专业化网络分
销平台、创新网络直播平台类企业，按实缴注
册资本每满1000万元，给予20万元电商投资
奖励，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不少市民外出感受春天的气息。路边的腊梅竞相开放，水上公园内的湖面冰层

渐渐融化，跃跃欲试的锦鲤、欢腾的鸭禽，到处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吴迪 摄春江水暖鸭先知

教育部公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我市14所高校新增27个本科专业

3月1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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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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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振刚
尹晓峰
张锡顺
王 林
贾文宗
秦桂萍
李 静
蔡 宁
闫 峰
柴树芳
魏志强
李 晖
魏 力
孙文秀
赵春兴
王智东
韩毅新
杨志耘
白海力
田寿涛
杜 翔
邢立华
王文红
霍 兵
史 津
唐连蒙
郝学华
魏宏云
何智能
游庆波
刘先夺
吴 挺
杨传胜
高连欢
王迎秋
裴连军
曹 崧
李嘉铭
王 杰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戴召武

职务

二级巡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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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副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市社保中心主任
一级巡视员
副局长
副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
副主任

市知识产权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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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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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近期，许多市民和来津人员都
很关心来（返）津报备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助力我市疫情
防控工作，进一步方便群众，昨日，天津政务服务移动端
“津心办”App、“津心办”微信小程序和“津心办”支付宝
小程序最新上线“来津报备”功能，来（返）津人员在任意
一端掌上报备即可，也可以在来（返）津之前填报，操作更
加省心便捷。
据了解，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要求，凡外地来

（返）津人员，都应主动向居住地所在社区（村）进行信息
报备。昨起，来（返）津人员打开“津心办”任意一端，点击
“来津报备”图标后，系统会自动识别填报人的姓名、身份
证号、手机号等认证信息，只需填写来源地、来津目的、抵
津详细地址（精确到街道社区）、抵津时间、是否有重点地
区旅居史及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等，“提交成功”即完
成报备。报备后的填报数据会自动推送至对应的社区
（村），方便来（返）津人员在津所处社区（村）、街道、所在
区进行查询、筛选、管理工作。如果只是到天津出差、旅
游或中转，在天津本地无固定居住地，填写的落脚地只需
选至所在区，填报的数据就会直接推送至区相关部门。

此外，也可通过扫描来（返）津后所居住社区（村）提
供的报备二维码，填写相关情况进行在线报备。但如果
来（返）津人员已在“津心办”的任意一端进行填报，无需
再扫码重复填报，两种在线报备渠道任选一种即可。

上“津心办”在线“来津报备”

本报讯（记者 万红）为尽可能给旅客提供便利，天津
航空发布专项退改规定，为满足相关条件的天津航空涉
及天津进出港国内航班机票旅客免费办理退改。

此次机票免费退改适用范围包括今年2月25日（含）
之前已购买且乘机日期为2月25日（含）至3月26日（含）
的国内客票。适用航班为天津航空实际承运的涉及天
津进出港国内航班（含经停天津航班）和天津航空为市
场方的涉及天津进出港代码共享航班（含经停天津航
班）。如旅客乘坐的天津进出港航班不符合时间适用范
围，但能提供在2月25日（含）之前购买、实际行程涉及天
津，且可提供本人旅行（或入住）日期为2月25日（含）至3
月26日（含）期间涉及天津的也包含在内。具体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与GS客票组合使用的其他航司机票（可为
分别购买的机票）、火车票等地面交通运输凭证、天津
的酒店预订单。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
到，根据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意见，天津滨海机场及时协调
航空公司实施航班调整，并将积极配合做好旅客关注的
航班退改签。截至昨天17时15分记者发稿时，天津滨海
机场运转正常，昨天执行出港航班51架次，执行进港航
班40架次，取消航班124架次，当日后续出港航班全部取
消。后续航班进出港安排将根据疫情防控相关要求第一
时间进行调整，旅客可咨询承载航空公司了解后续航班
计划。

2月24日以来，天津滨海机场提级防控措施，全力配
合市疾控中心，落实重点区域封控、关联人员排查管控和
流调溯源。对员工及共同居住人员实施分区管理，并开
展每日全员核酸检测。截至目前，两轮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此外，机场也在持续强化工作人员全面防护，每
日对航空器、公共区域和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消毒。

天津滨海机场提示广大旅客，机场将根据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要求及时发布出行提示。旅客可通过航空公司
官网、热线咨询等多种形式及时了解航班动态及航班退
改签政策。

天津滨海机场实施航班调整

旅客可随时了解航班动态及退改签政策

天津进出港国内航班

天航免费办理机票退改

疫情快报

2月27日
我市新增10例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防控指挥部获悉，有阳
性感染者的行动轨迹涉及雅苑足道（空港店）。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现紧急寻找2月
17日0时至2月26日14时曾到过雅苑足道（空港店）的
人员，请到过该足疗店的人员立即、主动向属地报备。
相关人员看到此通告后，不要再接触任何人，第一时

间拨打值班电话登记备案，接受流行病学调查和防控指
导。如果接到相关流调电话也请予以积极配合，按要求
行动。

附该足疗店附近相关区域咨询电话：天津空港经济
区24小时值班电话（022-84906188），东丽区疫情防控指
挥部24小时值班电话（022-24391947）。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月
27日0时至24时，我市报告10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人员
咽拭子样本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累计报告15例阳性感染者，已
转运至市定点医院，经市级专家组诊断，其中确诊病例
13例（普通型6例、轻型7例）、无症状感染者2例。
另据悉，根据我市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按

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
分、精准防控等工作要求，经市防控指挥部研判，并经市
防控领导小组同意，自2022年2月27日起，将天津空港
经济区雅苑足道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我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我市将根据疫情防控

工作形势，适时调整有关区域风险等级。

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

大风降温仍需保暖

京唐、京滨、津承城际铁路枢纽站

宝坻南站9月投用

又到迁徙季 候鸟翩跹来

随着天气转

暖，大批北迁候鸟

抵达七里海湿地自

然保护区，给春日

的七里海增添了勃

勃生机。

本报记者

刘玉祥 摄

小站稻春耕备耕全面展开

稻田里“把脉开方”
本报讯（记者 王睿）随着天气转暖，候鸟

大军发出“集结令”，嗅着春的气息，翩跹而
至。最新观测显示，疣鼻天鹅、银鸥、绿头鸭、
翘鼻麻鸭、东方白鹳、大雁等今春首批迁徙候
鸟已经抵达北大港湿地，拉开了2022年候鸟
迁徙序幕。
“万亩鱼塘之前完全上冻，没有鸟。这几

天气温回升，鱼塘中心区域开化了，巡护中，
我们明显感到，几乎是一夜之间，这里就热闹
起来了，能听到那熟悉的鸣叫，远远看去，一
片密密麻麻的‘黑点’，都是刚落脚的候鸟，其
中分布着一些明显的‘白点’，是天鹅，场面很
壮观。”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野保
科工作人员孙洪义告诉记者，在北大港水库
上空，他们观测到80多只东方白鹳组团“报
到”，大雁“阵队”分散在万亩鱼塘周围的几处
小水塘里。据统计，算上留鸟，北大港湿地鸟

儿总数已达15万只。其中，天鹅590余只，震旦
鸦雀1000余只，大雁1.5万余只，野鸭2万余只。
眼下，湿地里大面积水域依然封冻，只有

万亩鱼塘和北大港水库一带的冰层融化，鸟
儿们选择在这里“安营扎寨”。它们时而振翅
起舞，时而追逐嬉戏，时而一头扎进水里，采
食水下的底栖生物、水草、小鱼等。记者了解
到，现阶段“粮草”充足，能够满足鸟类的食物
补给需求。

进入候鸟迁徙季，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
区管理中心依托“人防+技防”的野生动物保
护模式，每天派出15名专职安保巡护人员在
湿地重要卡口和片区流动值守，密切关注候
鸟活动情况，全方位保护这些可爱的飞羽精
灵。孙洪义介绍，“候鸟依天时而迁徙，从现
在开始，陆续有成群的候鸟过境，预计到3月
中旬，北大港湿地将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期。”

本报讯（记者 姜凝）2月24日，教育部公
布2021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本年度各高校新增备案本科专业
1773个、新增审批本科专业188个；调整学位
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48个，撤销专业
804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
新专业31个。其中，我市14所高校新增27
个专业点。

我市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包括：南开大学
的数字经济（学位授予门类为经济学、修业年
限为四年），中国民航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
（法学、四年）、翻译（文学、四年）、飞行器设计
与工程（工学、四年）、人工智能（工学、四年），
天津科技大学的微电子科学与工程（工学、四

年）、网络与新媒体（文学、四年），天津工业大
学的飞行器制造工程（工学、四年）、化学生物
学（理学、四年），天津医科大学的生物制药
（工学、四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应用统计学
（理学、四年），天津师范大学的中国画（艺术
学、四年），天津音乐学院的音乐教育（艺术
学、四年），天津城建大学的大数据管理与应
用（管理学、四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
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工学、四年），天津传媒学
院的广告学（文学、四年）、舞蹈编导（艺术学、
四年）、数字媒体艺术（艺术学、四年），北京科
技大学天津学院的智能制造工程（工学、四
年）、人工智能（工学、四年），天津仁爱学院的
制药工程（工学、四年）、智能制造工程（工学、

四年）、智能交互设计（工学、四年）、人工智能
（工学、四年）、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工学、
四年）。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包括：天津中医药大
学的预防医学（医学、五年）；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的劳动教育（教育学、四年），且为列入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

撤销专业包括：天津医科大学的运动康
复（理学、四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公
共事业管理（管理学、二年），天津财经大学的
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教育学、四年），天津理
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的机械工程（工学、四
年）、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管理学、四年）、动
画（艺术学、四年）。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最近几天，升温成
为津城天气“主旋律”，昨天13时，市区最高
气温达到15℃左右。本周将有两次冷空气
活动，带来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天上午阴，
宁河、东丽、津南、滨海新区等地有零星小
雨。今天傍晚到夜间，陆地将刮起5到6级西
北风，阵风可达7级。3月1日最高气温将下
降至个位数，3月4日前后还有5到6级左右
的大风。提醒市民不要着急脱掉厚外套，外
出还要注意保暖。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连日来，城际铁路
宝坻南站建设提速推进，确保今年9月份正式
投入使用。

宝坻南站位于潮阳街道境内，潮白河南
侧，津围公路与津蓟铁路之间，是京唐、京滨及
规划津承城际铁路的经停枢纽站，车站采用3
条城际铁路共站布置，规划总规模为4台10
线。目前，主体工程建设已基本完成。作为京
津冀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宝坻南站
开通后，北京至唐山的快速交通走廊随之打
通，京津冀三地之间往来联系将更加密切。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连日来，我市春耕备耕全面展开。全市各
级农业农村部门积极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
指导农户科学生产，破解存在的生产难题。
市农业中心研究员于福安带领技术团队

近日到宁河区优农中心场区、丰台镇岳秀庄
村深入田间地头，零距离、面对面开展小站稻
育秧技术指导，确保今年全市小站稻丰收。

俗话说，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于福
安来到优农中心设施农业生产试验区，针对
稻农们提出的出苗率、秧苗长势等问题，他
“把脉开方”：要科学施肥，做好嫩苗管护，严防
水稻育秧出现的立枯、青枯等病害。他还建
议，水稻育秧避开大风降温天气，没有设施大
棚就用小拱棚育秧……

在宁河区丰台镇岳秀庄村的稻地里，稻
农反映去年水稻倒伏、产量受损。于福安推
荐了两个抗倒伏的小站稻良种，并指导稻农
就地解决水稻育秧难题。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部门介绍，今年我市春
播小站稻面积86万亩左右，目前已备足良种，
农技人员已经深入宁河区、宝坻区、津南区、西
青区等水稻主产区，指导稻农选用优良品种，
开展基质育秧，减少秧苗土传病害。为提高亩
产量，今年我市将在宁河区、武清区、静海区等
地发展夏季旱稻直播，面积将达到14万亩左
右，确保今年小站稻种植总面积达到1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