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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建立小微金融服务长效机制 引导金融机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

助力企业脱困 加大加快金融支持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金融助力市场主

体走出困境，首要的是金融机构要敢贷、愿
贷、能贷、会贷。日前，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深
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快建立长效机制，多措并举指导督促金融机
构加大加快对普惠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

不断增强敢贷信心。截至目前，我市48
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已出台普惠小微
业务尽职免责办法，充分激发基层业务人员
能动性，免除后顾之忧，解决不敢贷的问
题。部分金融机构明确规定授信业务出现
风险后，有充分证据表明授信从业人员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本行
制度勤勉尽职地履行了职责的，因客观原因
授信出现风险的，应免除其全部或部分责

任，包括内部考核扣减分、处分、经济处罚
等。部分金融机构提出对被问责处理的干
部，分清问题性质，如干部个人没有主观恶
意，不存在政治、廉洁方面问题，或因客观工
作原因被问责，其处理处分影响期满且符合
重新任职条件的，应根据工作需要、德才素
质和现实表现及时合理使用，表现特别突出
的可以提拔或进一步使用。

有效激发愿贷动力。全市48家中资银行
均提高了普惠金融业务的绩效考核权重，其中

29家银行专门设计了关于普惠小微信用贷款
等专项政策的绩效奖励办法，进一步加大普惠
小微条线绩效配置力度，激励分支行和基层员
工做好普惠小微金融服务工作。此外，人民银
行天津分行积极运用再贷款、再贴现及普惠小
微贷款支持计划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
金融机构加大对普惠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稳步夯实能贷基础。我市各金融机构利
用人行天津分行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等产

业主管部门建立的重点行业企业名单推送与
融资对接机制，常态化开展融资对接，满足小
微企业等广大市场主体合理融资需求，助力
纾困发展。截至4月末，人行天津分行推送的
13210家重点企业，我市各金融机构已实现对
接10298家。其中，已为2733户企业提供授信
支持，并为其中2541户企业发放贷款。

持续提升会贷水平。我市多家金融机构
创新研发推广主动授信、随借随还等线上信
贷产品，持续拓宽抵质押物范围，不断深化科
技赋能水平，提供特色化金融产品服务。兴
业银行天津分行针对科技企业推出的“科创
云贷”、天津银行与银联天津分公司推出的
“智慧小二”融资服务平台、天津农商银行的
“生猪贷”等产品和服务，都备受市场好评。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这144个小时太不容易了，大家辛苦
了！”5月31日凌晨，和平区调整静态管理措
施，除“三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外解
除静态管理措施。一直忙碌在防疫一线的和
平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新兴街战区指
挥长陈宁激动地说。

从5月25日零时起，和平区实施全域静态管
理。面对疫情，和平区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聚焦“四保”，以上率下，立即行动，区、街道、社
区、小区片区、卡口点位“五级组织”战时领导体
系迅速发挥作用：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成立208
个临时党支部，包含147个合围封闭防控网格、
16个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在全区值守点位及
核酸采样点设置655个临时党小组。挑选272名
党性强、作风实的党员干部任党组织书记，强化
一线战斗堡垒作用。

与此相匹配的“五级书记”在这场战“疫”
中冲锋在前。区委书记对全区实时一线调
度、“一盘棋”指挥；街道党工委书记统筹协
调，呼叫报到，配置力量；社区党委书记汇集
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社区民警、小区物业、

志愿者等力量并肩作战；片区党支部、楼栋
（院）党支部书记带领“两长五员”“小巷管家”
落实“最后一米”任务；网格党支部书记、卡口
党小组长包门包户包点，带领网格员、社区志
愿者、值守干部开展联防联查、值勤管理。

大事面前见担当，危难时刻显本色。“关
键时刻，共产党员决不能后退，必须冲在最前
面，这就是责任。”5月29日凌晨4时许，和平区
住房城乡建设委法制信访科副科长、片区党
支部书记张文骞穿好防护服，出现在清华园
的核酸采样现场。

南市街干部张宝峡的女儿今年中考。接
到和平区实施全域静态管理的通知后，住在
外区的张宝峡和同为一线工作人员的爱人第
一时间打包行李赶回单位，将女儿匆匆托付
给亲戚。每天睡在折叠床上的张宝峡是基层
工作者，更是一名母亲，她说：“我相信言传身
教的力量，女儿会理解我们的。”
“我们街老旧小区比较多，多个社区内还

包含了自然小区和独立院落，封控设点是难
题。”小白楼街承德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王俊萍从5月15日全市核酸筛查后一直
没回过家。面对困难，王俊萍集思广益，提出

在路口处设卡，由民警、交警、社工、机关干
部、志愿者共同值守的方案。

组织筛查，小区值守，帮助居民买药购
物，帮助老人协调外出就医……

实施全域静态管理期间，和平区的街
道社区有许多像张文骞、张宝峡、王俊萍这
样的基层干部，他们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
满满当当。他们担当起宣传员、排查员、检
测员、服务员的责任，深入宣传群众、组织
群众、发动群众，编织起一张严密的群防群
治防控网。

和平区实施全域静态管理期间，市、区
共有5647名机关干部下沉到和平区，他们被
统筹分配到6个街道战区、各小区片区的卡
口、各个核酸采样点等重要点位，以增强社
区的工作力量。核酸筛查、封闭管理、值守
登记、政策宣传、保医保供……处处都有他
们的身影。群众的大事小情他们都会第一
时间沟通解决，在社区疫情防控的“战场”
上，他们义无反顾、全力奋战，用真情与奉献
温暖着百姓的心，为群众带去信心和勇气。
不少居民感动地说：“看到党员在那里日夜
守护，我们心里就踏实！”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轨道交
通运营集团获悉，自5月31日12时起，天津
地铁1号线鞍山道站、营口道站（地铁1、3号
线换乘站），地铁3号线西康路站、津湾广场
站、和平路站（地铁3、4号线换乘站），地铁4
号线金街站恢复运营。

五级组织 208个临时党支部 五级书记 5647名机关干部

和平区静态管理144个小时 他们冲在最前面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5月31日0时至24时，
我市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社会面、管控人员均实现零新增。

5月31日0时至24时

我市本土阳性感染者零新增

疫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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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含）
以来途经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具有2022
年5月16日（含）以来途经辽宁省丹东市振
兴区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48小时内核酸
阴性证明核验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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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部分车站恢复运营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天津市第十二届中小
学生“自强之星”和“阳光家庭”寻访活动顺利收官，相关
评选结果揭晓。

天津市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已连续举办12
年，活动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少工委指导，天津桃李
源文化基金会支持，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天津市
少年宫）、少先队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工作委员会
承办。目前，该项活动已成为全市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
育中的一项品牌活动。

通过寻访，北辰区实验小学陈诗雅、滨海新区大港
第八中学王彩华、东丽区津门小学张珺霖、宁河区芦台
一小张雅诺、天津市第三中学附属小学赵俊硕、河北区
昆纬路第一小学周雨杨获得第十二届“自强之星”——
智慧星称号。

河北区启智学校杜雪、宁河区第一中学孟子琪、西青
区张家窝中学李宗艺、西青区华诚中学陶怡然、天津市第
二十一中学杨依晨、河东区前程小学苏圣、海河教育园南
开学校赵允泽获得第十二届“自强之星”——励志星称号。

河北区汇森中学吴天睿、北辰区实验小学梁皓翔、
宁河区芦台街第一小学张景海、西青区实验小学陈鹤
鸣、静海区第七中学吴树易、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王
雨鑫、津南区八里台第二中学张诗雅获得第十二届“自
强之星”——才艺星称号。

河北区大江路小学吴璟涵家庭、天津耀华滨海学校
吴一凡家庭、杨柳青第二中学于欣蕾家庭、海河教育园
南开学校董烁冉家庭、河北区汇森中学王紫璇家庭被评
为“阳光家庭”。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记者从市教委获悉，今
年我市幼儿园招生时间确定。6月25日，各幼儿园（公办
园、民办园）开始公布招生简章，时间不少于7天；7月2日
开始正式招生。凡符合报名条件的年满3周岁（2018年9
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间出生）的幼儿均可报名。

市教委要求，各区严格按照公平、公开、公正，便民
利民的原则，实行阳光招生。各区将开通招生咨询电
话。同时，各区将通过多种形式公布本区2022年招生实
施方案及招生幼儿园名单，便于家长了解招生信息。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近日，市教委印发《关于做好
2022年天津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指导意
见》，今年小学入学的适龄儿童必须年满6周岁（2016年8
月31日以前出生），小学招生入学报名时间为：7月9日、10
日，我市户籍适龄儿童依据居民户口簿、合法固定居所的
证明，到所属学区片学校登记入学。今年我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将继续遵循“坚持落实政府责任、
坚持属地管理、坚持公办民办学校同步招生、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巩固成果，完善制度，规范程序，
确保平稳。

初中入学一般采取登记或对口直升方式入学，对于
实行多校划片形式确定学生入学的区，继续采取随机派
位的方式确定学生入学。

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
办学校同步招生。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
校，采取随机派位方式确定学生入学。民办学校随机派
位工作，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邀请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和家长代表等进行全程监督。

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在公办
学校就读。依法保障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
对各类优抚对象，切实落实好相关教育优待政策。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
悉，2022年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简称“中考”）将于6
月18日至20日举行。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形势
变化适时调整，考生需密切关注市中招办在招考资讯
网、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微信公众号，以及各考区、各
报名单位发布的信息，及时了解相关要求。

考试当天，考生需提供“一码一卡一书一报告”，即
天津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2022年天津市中考
考生健康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考前48小时内的天津市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报告（纸质版或电子版）。

第十二届中小学生

“自强之星”“阳光家庭”揭晓

幼儿园7月2日正式招生

小学入学7月9日和10日报名

中考6月18日至20日举行

昨天零时起，和平区调整全域

静态管理措施，同步调整交通管制。

“三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以

外解除静态管理，逐步恢复正常的生

产生活秩序。图为金街商户开始恢

复营业。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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