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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8月1日0
时至24时，市疾控部门报告4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均系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均为此前公布阳性感染者同住人员，均
为无症状感染者。

8月1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4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

疫情快报

全国品牌故事大赛天津分赛区演讲比赛将举行

挖掘品牌价值 讲好品牌故事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截至8
月2日，我市普通中专类学校（含职业高中、外省市中职学校）录
取工作已基本结束，共录取新生18256人。考生可登录招考资
讯网等查询本人录取结果。8月3日8:00以后，也可向报考的招
生学校、所在区中招办或初中毕业学校了解录取信息。本批次
投档完毕后，尚有32所普通中专类学校共3013个余缺计划，现
面向各批次均未被录取考生进行志愿征询。

2022年参加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取得初中毕业资格且
各批次均未被录取的考生（不含已报考技工学校的考生），均可
填报征询志愿。填报时间为8月4日9:00至8月5日16:00，逾期
不再补报。预计8月8日前，考生可以查询征询志愿的录取结
果。技工学校录取工作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进行，
从8月4日开始，考生可向报考的招生学校了解录取信息。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实习生 赵亦

非）车联网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道路
交通运输等行业尝试融合的新型产业形
态，我市今年以来坚持链上抓服务、抓创
新、抓人才，上半年车联网产业链产值增
速为14.4%，增加值增速为14.8%。作为国
家第二个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天津（西
青）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基础设施建
设、规模示范应用、运营模式探索等，为全
国车联网发展积累了经验。

以我市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车
联网产业链聚集区西青区为例，目前汇聚
了大批产业链先导龙头企业。在汽车及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西青区近年来不断
引进大项目新项目，目前在建重点项目23
个，计划总投资34.5亿元，比如友成汽车部
件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达产后产值

预计达3亿元左右；一汽汽车零部件项目
计划总投资2亿元，要打造中国一汽新能
源减速器、制动器总成制造基地。在车联
网产业链上，西青区联手高校、科研院所
及辖区企业一起，探索合作共建集科普、
展示、培训、实训等为一体的产业链科普
基地、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产业链发展急
需的专业化、技能型人才，积极促进人才
链、产业链、项目链、技术链、资本链“五
链”深度融合，推动先导区顺利建设，取得
标志性成果。

搭建包含虚拟测试场、封闭测试场、

开放测试道路在内的三级测试服务体系，
形成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测试完整闭环。
其中虚拟测试场目前是国内测试场景最
齐全、测试用例最丰富、测试方案最完善
的测试场，2021年新增采集道路里程210
万公里，累积测试用例超280万例，持续为
上汽、广汽、北汽等35家企业提供研发服
务；封闭测试场占地1475亩，一期项目已
进入试运营阶段。

以“运营指导建设”为原则，对车、路、
云、网、图五大核心元素开展智能化设备
升级与全息感知路口打造，完成重点区域

交通设施车联网功能改造和核心系统能力
提升。规划路口硬件高中低三种配置方案，
分期对西青区400余个路口开展智能改造
升级。

在助力汽车行业标准化发展方面，自先
导区批复以来，牵头或参与标准研究制定共
88项，已发布12项，包含国际标准1项，国家
标准10项，团体标准1项。

设计开发100种车联网功能类应用场
景，推动以京东物流为代表的无人物流等运
营场景落地，初步构建了以车联网技术为支
撑的智慧城市雏形。

先导区依托天津产业基础，积极会同市
相关职能部门精准招商，吸引车联网产业30
余家企业落地，形成一定规模效应，并组建天
津市车联网产业创新联盟，共同为天津车联
网产业发展提供助力。

天津（西青）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

车联网产业链半年产值增长14.4%

本报讯（记者 王睿）作为我市首个高端
光电子芯片产业化项目，天津华慧芯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二期厂房昨日竣工（以下简称
“华慧芯”），预计今年年底投产。届时可年
产光电子芯片3600万颗，年产值达10亿元。

华慧芯二期厂房位于中新天津生态
城滨旅产业园，建筑面积为 1.75 万平方
米。据了解，该项目拥有可批量加工光电
全材料体系、生产多种高端光电子芯片的

生产线。生产线配备了百余台（套）世界
领先的半导体芯片工艺设备，包括光刻
机、刻蚀机、镀膜机、测试机等，可根据市
场需要在多产品间柔性调整生产工艺。
“高端光电子芯片产业化项目主要生

产高端光通讯、光传感、AR增强现实等领
域的产品，其中，高端光通讯芯片广泛应
用于5G基站、数据中心、骨干网络等建设
场景，此类芯片进口率目前超过90%，项目
投产后将有效缓解‘卡脖子’问题。”华慧

芯常务副总经理宋学颖告诉记者，项目的建
成可对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链起到补链、强链
的作用，同时吸引更多光电创新领域企业投
资合作，推动新型光电子芯片在制备工艺上
实现新突破。

天津首个高端光电子芯片产业化项目落成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张婧

怡 摄影 赵建伟 通讯员 赵军）保安员
已成为建设平安天津不可或缺的力量，
如何提升这支队伍的战斗力？昨日，由
市公安局、市人社局主办，市保安协会
承办的第三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
暨天津市首届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决
赛在天津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举办，
以赛促训、以训促战，比武场上锻造过
硬队伍。

4×10米折返跑、消防技能、安全检
查、医疗救护……在决赛中，每一项比
赛内容都贴近实际工作中的技能所需，
结合前期理论考试成绩，最终评定出10
名优胜选手。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大赛自5月份
开始，来自全市76家保安服务企业的
4000余名保安员经过预赛、复赛的激烈
角逐，最终20人脱颖而出进入决赛。通
过竞赛，保安队伍业务理论和实战水平
得到提高，还在行业内掀起比学习、比
技能、比能力的热潮。

本报讯（记者 姜凝）第二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
国赛现场赛近日举办，本届大赛有267所高校的406个教师（团
队）参加，205门课程入围现场评审。经过激烈角逐，天津大学
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刘艳丽领衔的《电力系统基
础》课程团队荣获一等奖。同时，天津大学作为天津赛区牵头单
位，代表天津市荣获“优秀组织奖”。

本届“教学创新大赛”围绕“推动教学创新 培养一流人才”主
题，旨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助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和新工
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
新发展，引导高校教师潜心教书育人，打造高校教学改革风向标。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市气象台
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市区最
高气温升至35.9℃。预计未来3天，高温
还将持续，直到周五最高气温都保持在
35℃以上。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4日
夜间到5日，受副热带高压南撤影响，津
城将迎来一场雷阵雨天气过程，但难以
缓解闷热。7日到 8 日，还有一次降雨
天气过程，届时最高气温将下降至30℃
以下。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市生态环
境局召开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进展情况。
今年上半年，全市PM2.5浓度为38微克/立
方米，同比改善15.6%；重污染天2天，同
比减少3天；优良天数比率72.9%，同比上
升4.4个百分点，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持续
巩固。

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
处长王文美介绍，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1+4”作战体系基本形成。在2018年至
2020年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基础上，我市提
出4个专项攻坚战。今年4月，我市印发实
施《天津市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行动计
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持续改善空气
质量的目标任务，标志着深入打好蓝天保

卫战，以及着力打好重污染天气、臭氧污
染、柴油货车污染、群众关心突出环境问
题攻坚战的“1+4”作战体系正式形成。

年度重点任务加快实施。水泥企业
完成超低排放治理改造，新天钢公司全流
程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已在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进行公示，天钢联合特钢正在进行公
示审核，荣程钢铁、钢管公司进一步完成
深度治理，平板玻璃企业全面实施对标升
级改造，国投津能2号机组完成低氮改造
工作。持续开展臭氧污染专项治理行动，
推动58家企业全部完成新一轮次泄露检
测修复工作，242家企业完成涉VOCs低效
治理设施升级改造，中航油天津石油公司
完成4座储罐密封改造。

政策标准体系持续完善。上半年，天

津市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发布实
施，这是我市近两年继锅炉、工业企业
VOCs、平板玻璃、垃圾焚烧后制修订的第5
项地方标准，并已启动工业炉窑和橡胶行业
地方标准制修订前期研究工作，地方标准体
系进一步健全。结合我市工业企业分布情
况，组织制定钢压延、塑料制品、热浸镀与废
酸焙烧、造纸、建筑用石加工、混凝土搅拌共
6个行业地方绩效分级技术指南。印发《天
津市恶臭污染分级技术指南》，为进一步加强
工业企业、市政设施等领域恶臭异味治理奠
定基础。

科技手段应用日趋广泛。上半年，统筹
疫情防控和大气环境监管工作，建立健全环
境信息大数据平台，全方位实现对环境污染
源的非现场监管。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国家发展改
革委办公厅等七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
发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名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在全国
确定60个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
点城市，我市成功入选。
《通知》要求，各城市要健全废旧物资

回收网络体系，因地制宜提升再生资源分
拣加工利用水平，推动二手商品交易和再
制造产业发展。重点建设规模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规范回收站点和符合国家及地
方相关标准要求的绿色分拣中心、交易中
心，并将塑料废弃物、废旧纺织品规范收
集设施作为回收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统
筹推进，有条件的城市还应建设一批可循
环快递包装投放和回收设施。加强对再
生资源回收加工利用行业的提质改造和
环境监管，推动行业集聚化发展，做好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等拆解产物流向监管，改
善行业“散乱污”状况。要建设多种形式

的二手商品交易渠道，鼓励建设高质量的汽
车零部件再制造项目，探索航空器、航空发动
机、工业机器人等新领域再制造项目。

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城市抓紧编制实施
方案，强化资金、用地等要素保障，并推动落实
取消二手车限迁等限制性政策，确保建设取得
实效。各城市发展改革委要将实施方案中的重
点项目及时纳入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按要求
每季度更新项目进展，并会同有关部门对相关
数据进行日常核查，进一步提高项目信息质量。

我市入选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建设重点城市
要建设多种形式二手商品交易渠道 落实取消二手车限迁等限制性政策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挖掘天津品牌价值，讲好天津品牌
故事，传递天津品牌力量。”第十届全国品牌故事大赛天津分赛
区演讲比赛将在8月18日举行，现场演讲比赛优胜者将代表天
津参加全国总决赛。

该项比赛是中国质量协会受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委托在全国开展的，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
出的“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色、健康、安全发展、鼓
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等要求而开展的一项活动。

天津分赛区的演讲比赛围绕展示天津企业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践行“双碳”目
标，共创、共享美好未来的品牌故事的主线而展开。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国
海油天津分公司获悉，渤南作业公司通过
对部分海上油田天然气系统降压运行进
行可行性研究，实现系统降耗，预计每年
可节电超400万千瓦时，为建设“绿色油
田”攒足底气。

今年，面对新投产平台增多带来的
能耗增加问题，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
地——渤海油田加大节能降碳力度，依靠
深挖节电潜力、调整电网运行模式等创新
节电措施，同时寻求技术创新，推进“零放
空”油田建设，践行“双碳”目标。

数字显示，新模式运行3个月来，目
前，垦利油田群电网较此前减少天然气消
耗546万立方米，预计全年可节约天然气
超千万立方米，减少碳排放2.15万吨；同
时，机组整体发电效率平均提升3.8%，日
减少燃料气消耗约1.6万立方米、日节约天
然气超5万立方米，助力渤海油田实现绿
色低碳发展。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

天大教师斩获一等奖

普通中专类学校录取结果可查

8月4日起填报征询志愿

上半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打好蓝天保卫战“1+4”作战体系基本形成

优良天数多了 重污染天少了

每年节电超400万千瓦时

渤海油田为建设“绿色油田”攒足底气

为流域文旅产业发展问诊把脉

永定河流域文旅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永定河流域文旅联盟正式成
立。该联盟的成立打破行政区划，汇聚优势资源，全面深化协
作，一体化实施流域文化旅游资源研究、保护与开发，为永定河
流域文化繁荣及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优势、提供新动能。

永定河是联通京津冀晋内蒙古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重要河流生态廊道、经济社会纽带和历史文化载体，拥有丰富灿
烂的历史文化基因和文旅资源禀赋。2017年正式实施的《永定
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总体方案》拉开新一轮永定河治理序幕，
五年来，永定河“流动、绿色、清洁、安全”的治理目标初见成效。

该联盟由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联合中交疏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河文化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
展研究院等9家单位发起组建，经过一年多筹备，目前共吸纳
理事单位25家、监事单位3家，单位会员14家、个人会员32
人，首批联盟专家智库成员21人。来自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
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等21位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作为联盟智库，将以永定河流域文化旅游产业全局性、战
略性、现实性问题为重点研究方向，为永定河流域文旅产业发
展问诊把脉、建言献策。

我市举办首届保安员职业技能竞赛

比武场上锻造过硬队伍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88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1517222003 09 06

全国投注总额：34025345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注
168注
1824注
87659注

1489767注
14221307注

5577161元
8588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970007210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04期3D开奖公告

5 2 5
天津投注总额：71445471445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603注
1078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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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变橙 高温预警升级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小敏家
（26、27）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在桃花
盛开的地方（7、8）19:45
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岁月如金
（23、24）19:00剧场：英雄
联 盟（36—39）22:00 剧
场：计中计（20、21）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家有一
老（28、29）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6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小敏家》第26、27
集刘小捷和老同学聚会，
并宣布自己再恋爱了，马
上要领证结婚，同学们很
是羡慕，只有钱峰脸色难
看。一行人喝了不少酒，
出来的时候，老同学提议
合影，按以前的队形排列，
钱峰还站在小捷身边。钱
峰不自觉地伸手搂住小捷
肩膀，谁知此时徐正正隐
藏在角落盯着他们……

天津卫视19:30

■《在桃花盛开的地
方》第7、8集 吴一平为平
息流言蜚语，想给山堂介
绍个对象。他担心山堂心
里念着少花不会同意，便
略施小计，以影响不好要
免去支书为由给他个下马
威。吴一平通过信函找到
赵景松所在部队，但黄少
花的档案却没找到。他不
能以实相告，只能以身体
原因和组织决定，暂时打
消了少花归队的念头。田
山堂尽管不怎么愿意，还
是和牛桂香结婚了……

天视2套18:15

■《家有一老》第28、
29集 余志刚和余立春都
不允许立夏再和钱莎莎来
往，否则就和他断绝关
系。余立夏半夜回林城找
到钱莎莎大发脾气。钱莎
莎也感觉十分委屈，两人
已经走到尽头。一心想让
王建平与立秋复婚的王
家，把妮妮当做最重要的
纽带。立夏不想让立秋和
王家的人分不清。于是跑
去王家，把王妮妮接回来
了。王母与王父非常伤
心，但又无可奈何……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蔡女
士爱人最近的遭遇可谓是
一言难尽。他得了一场
病，打了一场官司。而这
一切的缘由，仅仅是因为
一盒纸巾。

天视6套18:00

■《模唱大师秀》本
周为您带来的是河北梆子
专场。 节目特别邀请到
了河北梆子名家王少华老
师，他将与票友王桂兰演
唱一段河北梆子经典剧目
《辕门斩子》。韵味十足的
老生唱腔，赢得了全场的
喝彩。在节目的最后，王
少华老师还将与《模唱大
师秀》的老朋友、河北梆子
优秀青年演员陈亭共同演
唱一首河北梆子戏歌《文
化自信唱中华》。

天视2套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