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家社区养老

推动城市社区建设

“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

圈，农村社区打造“一村

一策”互助养老服务

金融支持领域

智能养老

构建“互联

网+养老服务”和

智能养老新模式

普惠养老

建设方便可

及、价格可接受、

质量有保障的养

老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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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我市昨日凌
晨新增1名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为无症状感染者。

阳性感染者，女，27岁，居住于西青区大寺镇，7月26日下午
到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主动就诊，初筛核酸阳性，7月27日凌
晨，市疾控中心复核检测结果呈阳性。现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
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该无症状感染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按7月26
日新增计入）。

7月27日凌晨

新增1名本土新冠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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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丽）从市纪委监委获悉，
天津市宁河区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边均兴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
调查。

本报讯（记者 徐丽）从市纪委监委获悉，
天津市南开区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石江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养老服务三大重点领域将获专项金融支持

金融活水“贷”动养老事业发展

天津市宁河区委原常委、

政法委书记边均兴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 韩雯）养老服务业具有
前期投入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如
何帮助经营者提升抗风险能力？昨日从
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将加大养老服务业金
融支持力度，以金融活水“贷”动养老事业
发展，护航夕阳红。

为落实民政部与国家开发银行联合
印发的《关于“十四五”期间利用开发性
金融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通知》要
求，充分利用国家开发银行中长期资金，
根据市民政局与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
共同起草的《关于加大金融支持天津养
老服务业发展的通知》，此次金融支持领
域包括——

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网络

支持开展城乡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建设行动。支持各区建设区级养老服
务指导中心、示范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
络、街道乡镇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养老服
务综合体）、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社区老
年日间照料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老人
家食堂等养老服务设施（机构）。推进老

旧城区、已建成居住（小）区按标准补齐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养
老服务机构运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支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引导有需求的老年人家庭开展适老化
改造。支持发展家庭养老床位，推动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推动城市社区
建设“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农村社区
打造“一村一策”互助养老服务新模式。

智能养老服务

支持建设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
台。支持养老服务机构依托新兴技术手段构
建“互联网+养老服务”和智能养老新模式。
支持智能养老产品研发推广应用，开发适老
化技术和产品，重点发展适老康复辅助器
具、智能穿戴设备、服务型机器人、无障碍科
技产品和专为老年人开发的食品、药品等。

普惠养老服务

支持优化城乡养老机构床位结构，扩大养
老机构护理型床位供给。支持专业化、规模化
养老机构建设，重点支持国有企业整合养老资
源，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委托经营等方式参与
养老机构建设与运营。支持实施城企联动普
惠养老专项行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
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养老服务机构，重点
支持公办养老机构新建、改扩建项目。支持养
老服务人才队伍培训培养。支持“时间银行”
和“寸草心、手足情”等志愿助老服务项目开展。
“明确了支持项目，市、区民政部门将积

极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和主体争取预算内建设
资金和运营补贴，协调相关专项债券支持。
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将向总行争取优惠政
策，在资金规模、贷款定价、贷款期限上给予
优惠条件。”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市民
政局会同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对各申报项
目进行筛选，建立融资需求项目库，推进动态
管理。国家开发银行天津分行选择符合条件
的项目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对暂不具备贷
款条件的项目纳入项目储备库管理。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
姓问政》，关注小区停车难等问题，邀请东
丽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探讨解决办法。

东丽区海晟园小区是还迁房，去年4月
入住后，不少居民缴纳了“地下车位意向
金”，但由于物业、属地街道、小区开发公司
等始终未达成共识，地下车库至今没有开
放。东丽区龙城里小区有近百户顶楼房屋
存在不同程度的漏雨问题，居民想申请房
屋维修资金进行大修，但物业、社区居委会
对申请程序不熟悉，导致申请进度缓慢。

东丽区副区长孙晓光表示，面对群众
的急事、难事，各部门要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和责任人，推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百姓问政》聚焦群众关切事

明确“解题”时间表

天津市南开区政协

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石江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今年
上半年，天津经开区积极构建重点项目招商一批、储备一批、开
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投产一批的梯度发展格局，全力以赴稳
住经济大盘。目前，在建重点项目数同比增长19.1%，其中，新开
工项目数同比增长11.6%，在建项目总投资超过3000亿元。从投
资规模上看，百亿级在建项目2个、50亿级在建项目4个、10亿级
在建项目54个，项目达产后，预计新增年产值超600亿元，将成为
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全新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天津经开区在建项目涉及化工新材料、医药健
康、汽车及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四大主导产业集群，聚焦
重点领域，谋划储备2个百亿级项目、5个50亿级项目、4个30亿级
项目，共谋划储备重点项目79个，总投资1385亿元。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昨日，记者从“天津惠民保”项目发布会
上获悉，自7月19日启动以来，“天津惠民保”参保人数已突破45万。
“天津惠民保”是我市首款由政府指导监督的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
保险，由市医保局、市金融工作局、市医保研究会、市保险行业协会
共同指导，由天津银保监局监督，保障方案紧密衔接天津医保。

本报讯（记者 姜凝）7月24日14时22分，长征五号B遥三运
载火箭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将我国空间站问天实验舱
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记者昨天从南开大学获悉，问天实验舱中
装载的科学手套箱具备细胞级精细操作能力，南开大学人工智
能学院赵新教授研究团队的孙明竹、秦岩丁两位老师参与了科
学手套箱中微操作手臂、微操作末端工具的研制及细胞操作软
件的开发。“此次南开大学参研面向细胞操作的机器人系统，助
力问天实验舱生命科学研究。”孙明竹说。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流线型船体破开水面，船头“新纪元
05”字样闪闪发光……昨日上午，两条全新
锂电新能源游船成功入水，将在暑期正式
投入运营。

两条游船由中国船舶701所武船院承
建，海河游船共同参与设计研发。记者
在现场看到，船体涂装以“海河之光”为
主题，以海河蓝为主要色彩，船身上如暖
阳般金黄与白色的传承之“河”，象征着
天津改革开放以来的收获与成就。船体
造型设计融合天津独有的地域文化、海

河风景、两岸建筑风貌，整体船型流畅自
然、现代时尚。夜间航行时，动态彩灯勾
勒出的轮廓造型，将成为海河上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游船采用钢铝结构，总长28.8米，型宽
5米，载客量90人，客舱采用大面积玻璃幕
墙和全景天窗。游船采用高安全级电池系
统，双电机双桨推进，实现零排放、无污染、
低噪音、低振动。此外，游船配备了综合显
控、智能中控、视频监控等智能化系统，可
为游客提供平稳、安静、舒适的游览体验。
据了解，近年来海河游船已建造了5条锂电
新能源游船。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今天是第12个世界肝炎日。昨日，从医
大肿瘤医院获悉，虽然近年来我国病毒性肝炎新发病率大幅降
低，但乙肝患者“存量”巨大，诊断率、治疗率较低，继续加强肝炎
防治科普宣传、提升公众知晓率十分重要。

医大肿瘤医院党委书记、肝癌防治研究中心主任陆伟教授
表示，肝癌最为常见的危险因素就是慢性乙型肝炎，我国每年由
乙肝引起的肝癌患者占肝癌发病总人数的绝大多数。很多乙肝
患者害怕社会歧视等问题，生病了也不敢去看病，肝炎被“拖成”
肝癌。乙肝患者应抛弃思想包袱，通过长期抗病毒治疗，可大大
降低乙肝转变为肝癌的几率。

天津经开区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超千亿元

重点在建项目总投资超3000亿元

首款政府督导城市定制型商业医疗险

天津惠民保参保人数突破45万

南开大学

助力问天实验舱生命科学研究

两条全新锂电新能源游船成功入水

暑期到海河畅享绿色之旅

今天是第12个世界肝炎日

警惕！别将肝炎“拖成”肝癌

7月26日上午，天津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协同天津师范大学、北大港

湿地保护区和国网滨海电力等部门

工作人员，为今年在北大港湿地筑

巢度夏的数窝东方白鹳雏鸟安装

GPS定位系统，实时监测雏鸟的生

长状况及未来的迁徙路线，为保护

东方白鹳提供科学、详实的数据依

据。同时，这也是我国首次成功为

非自然繁殖的东方白鹳雏鸟安装

GPS定位系统。当日下午3时左右，

科研人员顺利接收到第一批从雏鸟

身上传出的GPS数据。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摄影报道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赵大鹏（左）和天津野生动物驯养繁殖中心工作

人员刘洋（右）为东方白鹳雏鸟加装GPS定位系统。

国网滨海电力的工作人员爬到12米

高的东方白鹳巢中“请”出雏鸟。

东方白鹳宝宝

装上GPS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为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散风
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研
判，截至7月27日20时，我市新解除高风险区4个、中风险区4个、
低风险区1个。

将河东区上杭路街道来安里小区8、15、16、17、18号楼调降
为中风险区。

将南开区长虹街道阳城里小区1、2、3号楼，南开区嘉陵道街
罗江西里小区4、5、6号楼调降为中风险区。

将津南区双林街泓沪园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调降为
中风险区。

将河西区陈塘庄街云山里调降为中风险区。
将河东区上杭路街道来安里小区上述高风险区之外的其他

楼调降为低风险区。原有低风险区（上杭路街道除来安里小区
外的区域）管控措施不变。

将南开区嘉陵道街罗江西里小区（除4、5、6号楼）调降为低
风险区。

将津南区双林街泓沪园除5号楼、6号楼、7号楼、8号楼以外
区域调降为低风险区。

自7月27日22时起，滨海新区新北街道首创国际小区45至56
号楼解除中风险区管控，新北街道低风险区同步解除。

新解除高风险区4个

中风险区4个低风险区1个

天津石化首车低硫燃料油出厂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获悉，天津石化首车低硫燃料
油出厂，标志着此类油品首次生产取得成功，可有效保证市场供
应。天津石化生产的低硫燃料油属于高附加值产品，供船用内
燃机使用，主要应用于远洋船舶。

昨日上午，两条全新锂电新能源游船成

功入水。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宋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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