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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开工

惠及13个街道65087户居民
我市首个市场主体登记管理地方性法规进入实施阶段

优化营商环境 让“标杆”更“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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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医院小学堂“大白”老师开讲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由天津滨海建投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2022年滨海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在馨苑社区举行启动仪式，标志着该项目正式开工。

按照计划，2022年滨海新区远年住房和老旧小区改造工
程涉及13个街道、83个小区、1740栋楼、65087户居民，改造总
建筑面积约476万平方米。工程兼顾实施提升类和完善类改
造，在有条件的老旧社区增设老年日间照料、老年食堂、托幼、
医疗卫生、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改造内容包括整修建
筑外檐、修复屋面防水、加装公共照明、增设道闸门禁等，还将
对绿化、无障碍设施、适老化设施、充电桩等进行补建和翻新。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近年来，天津
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
环境，助企腾飞。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
解到，由其牵头的“开办企业”“市场监管”
两项指标入选全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
后，我市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日前首个关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已经进入实施阶段。让“标杆”
更“宜商”，包括5月1日起将在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试行企业登记确认制等在内的措
施正在快马加鞭落实之中。

据了解，“开办企业”指标在2021年被
评为2020年度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市
场监管”指标在全国营商环境评价中2019
年度和2020年度连续两年被评为“标杆城
市”，反映出我市在企业开办便利度、办事
满意度和获得感，以及建立健全贯穿市场
主体全生命周期的新型监管机制，营造公
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实际情况。
助力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我市持续发

力，日前，《天津市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进入实施阶

段。其聚焦制度创新，聚焦企业发展难点痛点
问题，聚焦改革举措的耦合性、协同性，规定了
一系列登记便利化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具
体制度，打出了培育壮大市场主体、持续优化
公平公正公开市场环境的“组合拳”。
在进一步减权赋能上，《若干规定》强调

增强调动市场主体竞争力和活力，比如5月1
日起将在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登记确认
制改革试点，给市场主体更大自主权，为进一
步深化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改革提供法律保
障。同时，在简化市场主体跨区迁移程序上，

正在加紧落实给市场主体“迁移自由”，将原
来迁入预审、迁出审核、迁入登记3个环节整
合为迁入登记一个环节，实现市场主体跨区
迁移“一地办”“一次办”，变“至少跑3次”为
“只跑1次”。

在优化服务上，市场主体实现登记“网上
办”，更多事项“掌上办”，同时，《若干规定》首
次建立歇业备案制度，给经营困难的市场主
体提供重整旗鼓、获得新生的机会以及休养
生息的缓冲期，使其能“满血回归”，为培育壮
大市场主体提供制度保障。

■ 本报记者 徐杨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上
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N2舱C区
里最近多了一个“小学堂”，我市援沪的
医大肿瘤医院医护人员变身“大白”老
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读诗词，让孩子们
在方舱医院里也能收获知识，留下一段
难忘的回忆。
病区里住着不少孩子，医大肿瘤医

院援沪医护人员在保障患者医疗照护
的同时，特别留意这些孩子的需求和情
绪，怎么让孩子们过得安心，成为队员
们每天关注的重点。
护士陈昌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平时在家就喜欢带着孩子们读绘本、
念唐诗、学唱歌。她说：“既然在家能
为自己孩子做，是不是也可以为这里

的孩子们做呢？”于是，她把这个想法说
给了领队张庆芬，随后两人又跟其他队
友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在方舱里办个“小
学堂”。
医护人员们充分利用方舱医院里

现有的条件，收集爱心人士捐赠的故事
绘本和玩具，布置出一间整洁明亮的
“小学堂”。
“小学堂”里迎来7名可爱的小朋友。

“大白”老师上岗了，结合孩子们的年龄特
点，陈昌连用生动形象的语言给孩子们讲
述绘本故事，孩子们都深深地沉浸在故事
中。讲完故事，陈昌连又带着孩子们学
唐诗，孩子们清脆整齐的声音把很多家
长吸引了过来。大家纷纷说：“这个活动
太好了，你们还继续开课吗？我们也想让
孩子参加。”“开！只要你们需要。”队员们
回答。

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市规划资源局获悉，为提高社会公众
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通过生动形象的视觉元素表达和传播具
有天津地方特色的野生动物保护理念和生态文化，从4月18日
起，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启动LOGO设计有奖征集活动。

根据设计要求，应征作品须为原创作品，主题鲜明，构图简
洁，形象生动，色彩明快，兼具艺术性与创新性，有效体现天津市
野生动物资源特色，具有较强的识别性，视觉传播效果理想，适
用于线上与线下各类宣传使用。应征作品须同时包含“天津市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文字样和“Tianjin Wildlife Conserva-
tion Association”英文字样。投稿邮箱地址为：wildtianjin100@
163.com，投稿截止到6月20日24时。最终评选结果将于9月1
日之前发布。此次征集活动设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共6名，
给予奖金，优秀奖若干名，提供协会纪念品，所有获奖作品均将
获颁证书。

4月19日0时至18时

我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4月19日
0时至18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阳性感染者。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LOGO有奖征集启动

“敲门行动”为老年人筑免疫屏障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内，我市援沪的医大肿瘤医院医护人员

在保障患者医疗照护的同时，变身“大白”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读诗词。

照片由医大肿瘤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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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含）以来途经河北
省唐山市、具有2022年4月3日（含）以来途经湖北省鄂州市、
具有2022年4月5日（含）以来途经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具
有2022年4月5日（含）以来途经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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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具
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商场、市场等
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抵津前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
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为筑牢全民免疫屏障，我市持续推进60岁以上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通过家庭医生鉴诊、上门服务等方式方便居民接种。图为和平区福明社区下

沉干部协助社区老年人在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苗。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你们这么忙，还上门回访，太谢谢
了。”昨日上午，孙云兰两天内第4次见到
了宫博文，她连连道谢，“没事，放心吧，我
没有任何不良反应。”
家住东丽区华新街道华富社区的孙云

兰今年已经93岁高龄，由于患有高血压等
基础病，一直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我都这
个年龄了，平时又不出门，觉得不接种疫苗
也不妨事。”谈到没接种疫苗的原因，孙云
兰直言不讳，“居委会平时没少做思想工
作，但我一直有顾虑。”
在了解情况后，社区网格员宫博文多

次上门进行“面对面、一对一”动员，向孙云
兰及其家属解释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和接种疫苗的安全性和必要性。“最近，我
们直接把卫生院的医生请到了孙奶奶家，

让医生亲自为老人鉴诊并答疑。”宫博文笑着
说，“这样会让老年人在接种时心里更有底。”
医生的诊断消除了老人及其家属的顾虑，

17日上午，华新街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在宫博文
的带领下敲响了孙云兰的家门，为老人完成了
疫苗接种。“太不好意思了，他们工作那么忙还专
门为我跑一趟。”孙云兰对记者说，“忙了一个多
小时，连杯热水也没喝，实在是太辛苦啦。”
19日，看到接种疫苗对妈妈身体健康并

无影响，孙云兰的女儿成了华富社区鼓励老
年人接种疫苗的“宣传员”。在小区内，她碰
见叔叔阿姨就会说：“赶快接种吧，我妈已经
接种完了，什么事儿没有。”
为进一步推进老年群体疫苗接种工作，

华新街道开展“敲门行动”，社区工作人员逐
人逐户走访动员，以有温度的服务化解老年
人对疫苗接种的疑虑和担忧，截至目前，华新
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率已达到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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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第41、42
集牛石艳协助秦小冲找来
两名公安民警，复盘两年前
秦小冲的案件。秦小冲讲
述两年前事情发生的原委，
希望洗清自己的冤屈，但所
有证据都指向秦小冲喝醉
了酒去小树林接受贿赂。
齐本安叫来钱荣成了解京
丰、京胜矿的情况，钱荣成
告诉齐本安当年京丰、京胜
矿交易的幕后真相，傅长明
当年支付给林满江10亿元
交易费以及送给皮丹别墅，
这些都被钱荣成秘密录音
和录像……

天津卫视19:30

■《咱爸咱妈六十年》
第2、3集学院大礼堂举办
舞会，为了增加与教职员
工的沟通，高树江也赶来
参加，他耐心地跟秘书金
晓明学交谊舞，却被闻讯
赶来的白玉兰看见，白玉
兰心中顿时不快。回到家
中，白玉兰说不喜欢城里，
劝高树江向组织申请回土
疙瘩村，高树江说革命尚
未完成，还不能回去……

天视2套18:15

■《非亲姐妹》第10、
11集 冯依璇向夏明宇表
达自己想和他在一起的想
法，夏明宇不愿再蹚这潭浑
水，断然拒绝了冯依璇。冯
依璇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再
次指使雇佣的私人侦探打
听到丁菲的住处，于是冯依
璇设计在全家人聚餐时把
夏明宇骗到丁菲处，雇私人
侦探假扮丁菲的男友绑架
了夏明宇……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津
门票房争霸赛半决赛评剧
专场上演。本期登场的两
支队伍分别是渤海评剧社
和津华慧智评剧团。两支
队伍通过两轮演唱比拼和
戏曲知识问答决出最终胜
出者，晋级决赛。

天视2套19:45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一眼相中了被
告家的房子，在还没有签
约的时候就主动支付了订
金。而后发现，被告不仅
把房子卖给了别人，而且
订金也扣下不退了。那已
经支付了的订金，他还能
要回来吗？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