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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对标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推出26项重点任务、134项具体改革举措

滨海优化营商环境2022年行动计划发布

疫情快报

5月20日0时至18时

我市新增16名阳性感染者

我市5个区昨晚启动

全域全员核酸检测

今起蓟州景区农家院全关闭

今明地铁调整行车间隔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获悉，根据疫
情防控需要，5月21日、22日，天津地铁线网各运营线路全天运营时
段行车间隔调整为10分钟。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蓟州区文旅部门获悉，为全力
做好疫情防控，根据相关规定，从今天零时起，关闭包括盘山景
区、黄崖关长城景区、梨木台景区、九山顶景区在内的所有景区。
关闭所有正在营业的农家院，农家院经营户及时劝返现有游客。
关闭独乐寺（白塔寺、文庙、鲁班庙）。上述景区和农家院具体恢
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
部获悉，鉴于我市疫情形势变化，南开区、红
桥区、河西区、河东区、和平区的全域全员核
酸检测于5月20日晚启动，余下各区的全域
全员核酸检测仍于今日进行。请广大居民
予以配合，在参加核酸采样期间做好个人防
护，全程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5月20日0时至18时，我市
疾控部门报告16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均已转
运至市定点医院。其中，3例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轻型），7例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
者，6例尚未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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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璠 刘畅）昨日，《滨海新
区对标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打造国际一
流营商环境2022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
《2022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滨海新区主
动对标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事项清
单和创新试点城市做法，推出26项重点任务、
134项具体改革举措。《2022年行动计划》是滨
海新区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5.0版方案，也是
19个国家级新区中第一批推出的贯彻落实国
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该计划
率先借鉴世界银行宜商环境评估体系，呈现
出诸多特色亮点。

280余项改革举措高质量落地

近年来，滨海新区作为全国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北方首个
自由贸易试验区，锚定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目标，改革竞进、创新优进，推动营商环境持
续优化，为全面建设美丽“滨城”，加快打造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多
项改革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全国复制推广。
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主任李长洪表示，优化
营商环境改革从1.0版到4.0版的迭代升级，
带来了280余项改革举措高质量落地，“一企
一证”综合改革、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拿
地即开工”、“最简告知承诺制”、“交地即交
证”、税种综合申报、“沙盒监管”、招标投标

“评定分离”、知识产权融资“一站式”服务等
创新举措领跑全国，企业感受度和满意度大
幅提升。

“三个聚焦”助企发展

《2022年行动计划》一方面从政府视角
出发，以优为导，“三个聚焦”再加力，涵养企
业发展壮大。

聚焦市场化，持续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2022年行动计划》提出，着眼服务市场主体
由生到退全生命周期，打通“准入”“准营”
“运营”“退出”全链条，为企业“松绑”“解
绊”。试点推行市场主体住所标准化登记，
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市场
主体登记时通过信息核验可以自动带入标
准地址，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办便利度。深化
“一照多址”改革，开展“一证多址”改革。完
善企业注销流程，将个体工商户纳入简易注
销范围。去年办理正常出口退税业务的平
均时间压缩至8个工作日，今年将持续加压，
继续压缩至6个工作日。

聚焦法治化，持续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2022年行动计划》提出，着眼营造尊重企
业、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创新监管手段，
优化政策供给，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完
善市场监管机制，推行包容审慎监管模
式。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
分类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准，进行柔性
监管和智慧监管，对重点行业实行信用监
管。探索建立“执行事务中心”，进一步提
高合同执行效率。

聚焦国际化，持续增强企业发展动能，
《2022年行动计划》提出，着眼扩大高水平对
外开放，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为企
业“引进来”“走出去”保驾护航。深化推广
应用“提前申报”“两步申报”通关模式，进一
步推广进口货物“船边直提”和出口货物“抵
港直装”，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

“三个打造”服务升级

另一方面，《2022年行动计划》从企业视
角出发，以需为要，“三个打造”再升级，契合
企业发展需求。

一是打造新环境，实现从营商到宜商的

升级。2022年2月，世界银行就宜商环境评
估体系（BEE）征求意见，新的评估体系标准
更高、内容更全。《2022年行动计划》紧跟国
际新趋势，更加注重企业感受，更加注重普惠
性。优化联合验收方式，根据不同项目类型
采取联合验收和单项验收并行实施。

二是打造新服务，实现从单一到集成的
升级。《2022年行动计划》坚持以企业需求为
导向，整合各部门业务流程，推动关联性强、
办事需求量大的多个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
理，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效能。推进“用地清
单制”改革，优化“拿地即开工”“一套材料办
审批”模式，实施工程建设项目联合交底，加
快项目开工步伐。推动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
热联办过户，深入开展不动产登记“交地即交
证”改革，提高不动产登记效率。推行企业开
办+银行开户“3+1”一体化服务，通过一站式
服务机制，实现企业开办从申请营业执照到
完成银行开户4小时办结。

三是打造新机制，实现从被动到主动的
升级。为更好地服务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快速发展，《2022年行动计划》在
实施机制上勇于创新，实行揭榜挂帅制，突破
较大的改革举措由5个开发区揭榜认领，先
行先试、打造样板，努力多出突破性、实用性、
原创性的创新成果，为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贡
献滨海力量。

昨天，在北辰区江南春色社区核酸检测采样现场，工作人员亮身

份、践承诺、作表率，为居民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

通讯员 吕铁义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自7月1日起

失业保险金待遇标准提高

记者探访津静市域（郊）铁路首开段工程一线建设现场——

将与地铁5号线接轨 预计2024年通车

十部门联合发布工作方案

为电网建设项目审批提速

南开学子全球精算赛夺冠

网购原材料自制假冒牡蛎肽

一人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重判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摄影 张磊

天津中心城区至静海市域（郊）铁路首开
段项目，南起静海区国际医学城站，途经天津
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和西青区精武镇，终
至西青区，将与规划中的地铁5号线京华路站
接轨，并实现贯通运营。该项目于去年2月先
期开工，眼下已进入主体建设阶段，预计2024

年通车试运营。近日，记者探访工程一线建设
现场，感受项目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咱们面前的就是精武镇站中侧的基坑，

正在进行垫层施工……”在精武镇站的施工
现场，天津市市域铁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市域铁路公司”）土建二标业主代表
齐有锋介绍，津静市域（郊）铁路首开段沿团
泊大道敷设，在西青区设置精武镇站，向东进
入京华路与地铁5号线京华路站接轨。

车站建成后，通过地铁5号线接入中心
城区轨道网，将满足周边精武镇小南河村、
大南河村、燕南园社区等群众的出行需求。
“此外，精武镇站还毗邻精武门·中华武林
园，同时靠近西青郊野公园等景点，方便市

民前来观光游玩。”齐有锋说。
沿津静市域（郊）铁路向南行驶，来到独

流减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作为首开段重点
控制性工程之一，独流减河特大桥桥梁全长
1103米，跨静海、西青两区。大桥由3联连续
箱梁桥组成，设计连续箱梁单体最大跨度长
达150米，是天津市轨道交通系统垮度最大的
跨河铁路悬浇连续梁。市域铁路公司安全工
程师杨红磊说：“预计明年8月初，将完成独流
减河特大桥的全部施工任务。”

一路继续向南，抵达团泊西站。记者看到，
位于团泊启彩奥莱西侧的团泊西站桩基施工已
全部完成。市域铁路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王大
力介绍，团泊西站是首开段3座车站中面积最大

的车站，目前车站正在进行承台施工。
津静市域（郊）铁路作为天津市首条新建

市域（郊）铁路，首开段项目连接了团泊西、精
武镇和中心城区，初期设计速度120千米/时。
开通运营后，从国际医学城站至地铁5号线京
华路站运行时间约12分钟，从国际医学城站
至文化中心站约30分钟。

市域铁路公司总经理赵伟表示，目前全
线1300名建设者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
内将完成桥梁下部结构和车站主体结构施
工。项目建设完成后，不仅将团泊新城西区
引入天津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网络，同时还
将践行“四网融合”指导思想，推动天津铁路
建设发展，助力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昨日获悉，市人社局发布通知，
自2022年7月1日起，提高我市失业保险金等待遇发放标准。

在失业保险金标准方面，领取期限处于第一至第
十二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月发放标准由1510元提高到
1600元；领取期限处于第十三至第二十四个月的，失业保
险金月发放标准由1470元提高到1560元。

在其他待遇标准上，2022年6月1日后（含6月1日）终
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一次性生活补
助费月计发标准由906元提高到960元。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实现自谋职业，申
请领取最多不超过12个月失业保险金的，按照营业执照
发照时间一次性计发失业保险金。发照时间在2022年6
月1日后（含6月1日）的，按新标准计发；发照时间在6月1
日前的，按原标准计发。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经认定为就业困难人
员，实现灵活就业，申请领取最多不超过12个月失业保险金
的，按照灵活就业登记时间一次性计发失业保险金。灵活
就业登记时间在2022年6月1日后（含6月1日）的，按新标准
计发；灵活就业登记时间在6月1日前的，按原标准计发。

失业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续，申请时间在2022年7月
1日后（含7月1日）的，按新标准确定需划转的失业保险费
用；申请时间在7月1日前的，按原标准确定需划转的失业
保险费用。

本报讯（记者 刘平 苏晓梅）日前，市政务服务办等十
部门联合发布《深化电力领域审批制度改革优化电力工程
建设审批流程工作方案》，进一步简化优化天津电网建设
项目审批流程，加快天津电网建设高质量发展，助推天津
市打造能源电力“碳达峰、碳中和”先行示范区。

今年以来，为助力我市与国家电网公司战略合作协
议落地见效，经过调研，市政务服务办会同市有关部门
提出涉及变电站绿地指标要求、农用地征转、用地审批
及划拨、生态占补平衡、生态论证、档案移交等22条具体
措施，进一步细化电力项目联合审批办理流程，明确用
地、规划、验收等全流程事项办理方式。同时，通过实行
电子化审批、加大审批数据信息流转及共享共用，进一
步提升项目审批整体效率及便利程度。

据悉，市政务服务办将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持续加
强对电力工程项目审批服务，不断健全电力行业支持政
策，稳步推动电力工程项目审批服务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姜凝）在近日举办的2022年“慕尼黑再
保险杯”大学生精算数学竞赛中，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
院数理经济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耿欢，从全球140多所
高校的1000余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这项全
球精算赛事的第一名。
“慕尼黑再保险杯”大学生精算数学竞赛从2011年开

始，每年面向全球大学生举办，已成为保险业界极具盛名
的一项竞赛盛事。为参加此次竞赛，耿欢着重训练自己的
做题速度和准确率，最终代表南开大学夺得竞赛冠军。

本报讯（记者 叶勇）“被告人祁某犯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万元，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之日起3年内
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日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二审上诉案当庭宣判。

祁某大专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后来发现一种叫牡
蛎肽的固体饮料价格昂贵。2021年3月，祁某按照牡蛎肽说
明书主要成分表，网购甜橙粉、牡蛎粉等原材料及混合搅拌
机、封口机等设备。同时，购买含有他达拉非的原材料5公
斤，按一定比例混装搭配，生产假冒牡蛎肽，并未售出。
2021年8月，武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祁某生产作坊内查获
成品牡蛎肽35100袋（每袋3.3克）、大量散装牡蛎粉等。今
年1月，法院一审判决祁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
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20万元。之后，祁某提出上诉。
“该案件移送至我院后，检察官再次审阅案卷、多次

提讯祁某，并实地走访，确认祁某在2021年3月至8月生产
的假冒牡蛎肽没有流入市场。”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
分院副检察长、承办检察官刘在青介绍，二审阶段祁某
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建议法院
合议庭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
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认可出庭检察员的出庭意见，当庭宣判。

刘在青说：“二审虽然对祁某的判罚减轻，但是对于
此类案件，本案已是从重判罚了。针对我市开展的严厉
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百日行动’，检察机关将严守食
品安全底线。”

区

滨海新区

河北区

和平区

河东区

红桥区

河西区

南开区

津南区

北辰区

西青区

东丽区

宝坻区

武清区

蓟州区

宁河区

静海区

名次

——

1

2

3

4

5

6

1

2

3

4

1

2

3

4

5

考核结果

91.1

93.4

93.3

93

92.1

92

91.9

93.3

92.5

90.7

90.1

93

92.9

92.4

92.3

91.3

部门

旅游集团

市民政局

市城市管理委

市水务局

市路灯管理处

市交通运输委

城投集团

市公安局

市通信管理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名次

1

2

3

4

5

6

6

8

9

10

考核结果

96.2

96.1

95.3

95

94.8

94.5

94.5

94.2

93.7

93.2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2年5月20日

4月份城市管理综合考核结果公布

我市公布最新

“三区”范围及对应管理措施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至5月20日
20时，我市划定这些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相关管理措施请您严
格遵守。

封控区新增5月1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小淀镇小淀村新城樾
风华小区三期10号楼，5月1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小淀镇小淀村
新城樾风华小区二期22号楼，5月1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小淀镇
小淀村津围公路以西大平房片区和小二楼区域，5月1日（含）以来
途经北辰区小淀镇小淀村云鼎花园9号楼，5月15日（含）以来途经
北辰区宜兴埠镇华龙公寓院内三排楼及南侧第一排楼的沿街底
商，5月1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平房区和小二楼
区域旅居史的常住人员，密切接触者按照现行政策管理，病例同层
及同侧同户型住户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其他人员实施居家隔
离。非常住人员，严格实施居家医学观察（赋橙码）。

封控区新增5月15日（含）以来途经东丽区金钟街新市镇德锦
里小区17号楼，5月5日（含）以来途经东丽区金钟街徐庄子平房区
中小区4排至8排，5月13日（含）以来途经河北区光复道街旺海国际
B座旅居史的常住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非常住人员，严格
实施居家医学观察（赋橙码）。

管控区新增5月1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小淀镇小淀村（除
封控区外），5月1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小淀镇刘安庄村（除封
控区外），5月15日（含）以来途经东丽区金钟街新市镇德锦里小
区（除封控区外），5月5日（含）以来途经东丽区金钟街徐庄子平
房区（含中小区、中区、前街，除封控区外），5月14日（含）以来途
经滨海新区天鸿公寓12号楼（商业部分）、18号楼旅居史的常住
人员严格实施居家隔离（同户同室）。非常住人员，严格实施居
家医学观察（赋橙码）。

防范区新增5月15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宜兴埠镇华龙公寓
院内三排楼及南侧第一排楼的沿街底商、公寓东侧厂房及沿街底
商建筑，5月15日（含）以来途经北辰区宜兴埠镇四至为长安路、七
彩大道、长虹路、中科道的片区及底商，七彩大道（长安路与长虹路
之间段）北侧底商建筑旅居史的常住人员7日内非必要不离开防范
区。非常住人员，实施3天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间隔48小时。

我市公布各区服务专线

全力保障管控人员就医需求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卫生健
康委获悉，针对我市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形
势，为满足疫情防控期间管控人员看病就
医需求，分级分类做好医疗保障工作，市医
疗服务评价和指导中心公布各区疫情防控
期间管控人员24小时就医需求服务专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