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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部门

推出端午旅游“菜单”

我市推出住房公积金助企惠民新政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企业可申请缓缴公积金

职工未按期还款不作逾期处理

疫情快报

6月1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5名本土阳性感染者

均系滨海新区管控人员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6月1日0时至24时，我市新
增5名本土阳性感染者，均为无症状感染
者。上述5人均系滨海新区管控人员筛查发
现，系外省市输入我市关联病例。我市其他
15个区均无社会面新增和管控人员新增。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昨日从市文旅
部门获悉，端午假期，我市推出丰富多彩的
文化旅游活动，满足市民节日消费需求。
“天津旅游名片”海河游船在端午假期

恢复运营，并推出系列畅游活动。“海河日
景游”，游客可乘船聆听津门故事，欣赏中
西古今建筑名景；“日景环线游”，在游览海
河绚丽美景的同时，游客可以上岸打卡拍
照；“海河夜景游”，乘船欣赏海河灯光夜
景。海河游船采取网上预约购票方式。

天津国旅推出三条“假期微旅游，深度游
天津”线路。“都市风采”线路：从摩天轮到意风
区，从有着百年历史的利顺德大饭店到天津
金融、文化的中心，让游客漫步洋楼中，看百
年天津变化。“海洋文化”线路：从周大福金融
中心到中新天津生态城，从大沽口炮台遗址
博物馆到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从海昌极地海
洋公园到方特欢乐世界、亿利精灵乐园，探索
古今蓝色之旅。“工业文化”线路：从芦台春酒
厂到长芦盐场七彩盐田，从利达粮油食品公
司到迎宾肉联厂，从海鸥手表博物馆到老美
华鞋博物馆，讲述天津老品牌的故事。

津旅汽车公司推出乘津旅汽车，体验
“棕情”端午活动，六条线路可供选择。线
路1：国家海洋馆探秘海洋文化之旅。线
路2：团泊湖、郊野公园感受都市生态之
旅。线路3：杨柳青古镇木版刻画制作研
学之旅。线路4：一日欢乐谷再现童年欢
乐之旅。线路5：五大道、意风街异域风情
访寻之旅。线路6：鉴赏津城后花园绮丽
风光，蓟州特色登山远足之旅。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蓟州区
获悉，自今日起，蓟州区景区、农家院（民
宿）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的前提
下，有序开放营业。根据相关要求，到蓟州
区的游客需提前预约，无论进入景区还是
农家院（民宿）都要按照“预约、限流、错峰”
的管控要求，提前进行网上或电话等实名
预约。游客进入景区、酒店、农家院（民
宿），需携带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蓟州区

景区农家院有序开放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王灵萍）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
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近日推出住房公积金助
企惠民新政。新政规定，受新冠疫情影响，企
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缓缴不影响职工
提取和贷款，职工未按期还款不作逾期处理。

6月1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印发
《关于提高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最高限额的
通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关于贯
彻落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
行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
知〉的通知》，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我市住房

公积金有关政策措施。
根据新政，受新冠疫情影响的企业，可以

按照我市规定申请暂缓缴存住房公积金，缓
缴到期后再恢复正常缴存并进行补缴。

企业缓缴期间，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不
受影响，可以按照我市规定正常办理提取手

续；缓缴企业的职工在2022年12月31日前（含
当日）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2022年5
月至2022年12月的缓缴期间视为正常缴存住
房公积金，与2022年4月及以前的正常缴存月
份合并计算连续正常缴存时间。

受新冠疫情影响的职工，在2022年5月20

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不能正常偿还个人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计收逾期罚息，不作为
逾期贷款报送征信部门。

同时，我市提高了职工租房提取住房公
积金限额。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职工及
配偶每月合计提取最高限额由2400元提高到
3000元；租赁公共租赁住房的政策保持不变，
提取金额以公共租赁住房管理部门提供的数
据为准；租赁其他住房的，职工及配偶每月合
计提取最高限额由1200元提高到1500元，提
供房屋租赁登记备案信息的，提取最高限额
由2400元提高到3000元。

■ 本报记者 王睿

“我开始认为，企业从河南安阳迁到天津生态城是个
‘大工程’，麻烦得很。可是到生态城咨询后，一直有专人指
导，很便捷，整个过程也很有效率。”天津建置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开发管理部经理彭程昨天与记者通电话时多次表
示，他近期没在天津，想通过记者向给他们帮忙的所有生态
城人致谢，“因为迁入顺利，让我们抓住了投资机会。”
彭程告诉记者，迁入生态城前，企业名称是河南建滨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隶属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
司。因发展需要，他们想尽快迁入生态城铺开新业务。
“今年3月，我们来生态城政务服务中心咨询企业跨省迁
入业务，马上有专人‘一对一’服务，给我们列出跨省迁入
需要准备的材料清单以及相关流程，把我们想到和想不
到的都提前说明，太周到了！”
让彭程频频点赞的是，从那之后，生态城市场监管局

的工作人员经常打电话、发邮件，补充办理细节。他笑着
说：“他们怕我们不明白，一遍遍地讲解，而且还跟河南省
的市场监管部门反复沟通，持续跟进。说得通俗点，还没
进门，已经把我们当一家人对待了。”
“4月初，企业正式提交迁入申请。我们整理了申报

材料、纠正填写问题，给企业开具《准予迁入调档函》。”生
态城市场监管局审批科科长张静对记者说，他们成立了
“迁入企业工作组”，做好与迁出地登记机关窗口之间的
“一对一、点对点”联络，避免出现因企业迁移产生“折返
跑”“耗时长”的问题，而且线上线下为企业提供全程迁入
业务咨询服务，实现跨省迁入“一次申请一次办结”。
在企业办理迁入手续期间，受疫情管控影响，登记档

案迟迟不能寄出。天津生态城工作人员及时和当地市场
监管部门取得联系，向办理人员说明情况，希望对方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快寄出企业登记档案。经过两地职能
部门通力协作，前不久，生态城市场监管局收到企业迁入
档案，工作人员立即导入迁移信息，并指导企业完成企业
名称和地址的变更，以最快速度帮助其达成既定目标。
目前，彭程他们的新公司已经在生态城落地，开启了

在天津发展的新征程。“我们真是选对了地方，正考虑把
公司其他板块也整合到生态城来，在这片沃土上扎下根
来，发展壮大……”彭程憧憬着。

本报讯（记者 张璐）昨天，经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
公室审核批准，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海河实验室
获批设立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分站。博士后工作站的成立，将助力信创海河实验室
引育科技研发领域专业人才，支撑“中国信创谷”建设，构
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信创产业创新生态。
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信创）海河实验室是天津打造

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对
标国家实验室谋划建设的5家海河实验室之一。
作为天津市最高层次的科学与工程研究类科技创新

基地，实验室主要聚焦先进计算与关键软件自主可控发
展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突破微处理器、基础软件、工业
软件、高性能计算等关键核心技术，引领未来产业创新与
学术发展方向，在信创、工业互联网、超级计算等领域形
成创新领导力，支撑天津信创产业创新能力提升。

信创海河实验室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标志着
实验室在搭建高端人才培养平台、促进信息领域科技创新
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未来，实验室将坚持培养和使
用相结合贯穿于博士后工作的始终，将育才、用才和科技
成果转化有机结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本报讯（记者 韩雯）按照中宣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共青团中央等17部门《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
点的意见》等文件部署，近日，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实施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外公布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
建设试点和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名单，其中，试点城市
（含直辖市的市辖区）45个、试点县域99个。从团市委获
悉，我市津南区入选其中。

此次试点周期为两年。试点过程中，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将联合各成员单位，持续加强对试点地区的指导，
紧紧围绕《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纵深实
施，全面系统落实《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
意见》明确的目标任务，在摸清本地区青年发展底数的基
础上，更多从政策和项目层面入手出真招、出实招，努力
解决青年“急难愁盼”问题，在青年宜学、宜居、宜业等方
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更好服务青年
成长发展。

企业跨省迁入生态城“一次申请一次办结”

“我们真是选对了地方”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2年6月2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201件,其
中：滨海新区2581件，和平区411件，河东区824件，河西区
814件，南开区936件，河北区644件，红桥区339件，东丽区
726件，西青区866件，津南区923件，北辰区1027件，武清
区857件，宝坻区919件，宁河区627件，静海区956件，蓟州
区696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
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
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
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
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信创海河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

引育专业人才建设“中国信创谷”

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名单

津南区入选 试点周期两年

本报讯（记者 王音）近日从市人防办获
悉，汛期将至，市、区人防系统深入开展防汛
专项检查，完善应急预案，确保落实“一工程
一预案”，备足防汛抢险保障，开展紧急演练，
全力做好防汛备战，筑牢安全“堤坝”。

市人防办在制定《公用人防工程极端强
降雨天气防汛应急处置实施方案》基础上，完
善了《市人防办防汛应急预案》，确保落实“一

工程一预案”，健全了人防系统“1个指挥部、1
个专项工作组、6个现场指挥组、1个应急通信
保障组”的防汛组织指挥体系。

市人防系统已派出18个检查组，深入全市
46处公用人防工程开展防汛专项检查，全面排
查预案编制、监测预警、工程调度、物资准备、队

伍建设、培训演练、应急处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隐患并建立台账及时整改。市、区人防系统整
合系统内部和有关单位防汛应急队伍300余人，
筹备各类防汛物资器材5000余件，维修保养指
挥通信车20余台，备足防汛抢险各类保障。
全市人防系统组织110余人、20余台指挥

通信车和有关设备器材开展紧急拉动演练，
进一步提高防汛抢险应急整体能力。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区人防系统开展专项检查

筑牢防汛减灾安全“堤坝”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发布第16号通告。为全面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织密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坚决遏制疫
情扩散蔓延，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端午节期
间将在全市范围开展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第一，6月5日（星期日）6时，启动全域全
员核酸检测。

第二，为方便群众在6月6日（星期一）正常
出行，凡是居住在我市的群众，请按照各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的统筹部署和街道（镇）、社区（村）的
组织安排，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相对静止，有
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
人。核酸检测结果出来前继续保持相对静止。

第三，各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均安排了一定

数量的补漏采样点位，请因特殊原因未能及时
参加核酸检测的群众，关注各区公告，及时到
补漏采样点采样。凡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
核酸检测的群众，健康码调整为“橙码”。待完
成核酸检测且结果呈阴性后转为“绿码”。

第四，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
要保证群众及时在居住地或工作地参加全员核
酸检测，用人单位要落实核酸检测证明查验制
度，确保职工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到岗工作。
各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制定本区核酸检测筛
查具体实施方案，严格落实责任，完善保障措施，
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应检尽检”。

第五，对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48小时内
人员，暂不安排参加此次核酸检测，各区提前
做好备案统计，妥善安排后续检测。对于疫情

防控、核酸采样检测和城市运行保障相关工
作人员，各区做好安排，保障工作出行。
第六，特别告知：
请广大群众积极配合各采样点工作人

员做好样本采集工作，不恐慌、不造谣、不
信谣、不传谣，对拒不配合、不支持核酸检
测，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人
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请广大群众根据社区（村）、网格员、网

格小组长的组织安排，携带个人信息登记
二维码、身份证、外籍身份证明等有效证
件，分时段有序前往指定采样点进行采样。

参加采样期间，请群众做好个人防护，全
程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距离，防止发生
交叉感染。夏日筛查，注意做好降温防护。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获悉，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精神，指挥部对我市2022年端午假期疫情防
控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确保疫情形势总体平
稳，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端午
假期。

发挥“哨点”作用 强化疫情监测预警

落实“早发现”“早报告”要求，强化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个体诊所、药店等在早期发现
感染者的“哨点”作用，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和
首诊负责制。加强对旅客、游客等健康监
测。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落实风险人员
定期核酸检测相关要求。

减少人员聚集 景点“限量、预约、错峰”

宾馆、酒店、民宿、商超、农贸市场、文化场
馆、学校、建筑工地、养老机构和监所等重点单
位及场所，强化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减少人员聚集。场站码头、公
共交通工具严格落实日常清洁、通风和消毒等
防控措施，严格体温检测。景区景点落实“限
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落实进入前测温、扫
码等要求。开展健康宣传，提醒旅客、游客按
要求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假日期间坚持“非必要不举办，非必须不
聚集”，尽量减少大规模人员聚集性活动，严控
大型文艺演出、展销促销等活动。本土疫情防

控期间，坚持“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会不
办”，50人以上聚会活动须向街道（乡镇）报
备，必须举办需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发生疫情所在街道人员非必要不离津

广大市民要避免前往14日内报告新增感
染者的县级行政区域及陆路口岸所在县级行
政区域；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
市的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要加强来（返）人员
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严防疫情输入。我市本
土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疫情所在街道（乡镇）人
员非必要不离津，离津须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
证明；封（管）控区、防范区人员限制离津。
广大市民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出行

方式，提前了解目的地疫情风险等级和防
疫措施，注意旅途防疫安全。要加强自我
防控，人群聚集和密闭场所要戴口罩，养成
勤洗手、公筷制、分餐制、咳嗽打喷嚏时注
意遮挡等良好卫生习惯。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6月5日：全市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明确要求

端午假期市民注意这些防疫措施

近日，西青区

张家窝镇京福里

社区开展“浓情端

午品粽香，助力抗

疫显真情”主题活

动。社区工作人

员将艾草花束和

写有寄语的爱心

卡片送给奋战在

抗疫及社区工作

一线的志愿者。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聂国雅 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从市疫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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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含）以来途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
兴市旅居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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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不行！这次您不能再穿隔离衣了！”5月
29日下午，在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阳光壹佰国
际新城社区核酸采样点，一位老人准备往身
上套蓝色隔离衣，一名身着红马甲的男子赶
忙跑过来。

老人名叫邵啟聪，今年78岁，是社区的一
名老党员。身着红马甲的是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王叩。连日来，南开区按照全市统
一部署开展全员核酸筛查，阳光壹佰国际新
城面积广，居住人口超过万人，工作量之大
可想而知。眼看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下
沉干部在核酸筛查现场忙得不得了，邵奶奶
在社区党员微信群里主动报名做志愿者。
“这么热的天，可不能让邵奶奶累着。”王

叩特别叮嘱社区工作人员，当天别再让邵奶
奶来参与志愿服务了，“谁知老太太闲不住，
跟我这打起‘游击’来了。”王叩说。“下次我再
来帮忙，你们可不许拦着我。”虽然这一轮“打
游击”失败了，邵奶奶可一点儿不服输。

“打游击”的志愿者

78岁的志愿者邵奶奶在社区维持秩序。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