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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排企业融资上市需求 加大培育力度 更多优质市场主体脱颖而出

2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计划上市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今年上半年调研走访全市130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摸排企业融资上市需
求，实现企业精准画像，推动“专精特新”
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转型发展。经过调研
发现，目前全市有2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有上市计划，已上市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有8家。

今年以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加强对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入库培育、择优认定、选
拔示范、奖补支持的全貌监测与动态研判，推
动全市各区完善捕捉寻找、自荐推荐机制，打

造层层递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储备库，
做到早发现、早培育。上半年，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开展“2022年‘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系列培训、惠企政策宣讲等活动，提高
政策知晓度；向15家第二批重点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拨付中央财政资金3000万元；组织
开展第三批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申报
推荐工作，共有14家企业进入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示名单；组织开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申报评审工作，新认定509家。截至目前，全
市累计认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689家，有
效期内在库企业达到961家。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今晚播出的
《百姓问政》邀请蓟州区副区长李树国及相关街镇、职能部
门负责人，围绕小区护坡围墙存隐患、楼体墙皮脱落维修难
等群众关心的问题，探讨问题成因，一起推动解决。

在未办理建设工程许可证的情况下，蓟州区文昌街道
帕醍欧花园小区西侧和北侧围墙建设在高陡边坡上，2018
年一度出现部分塌方。最近几年，护坡、围墙钢筋外露、多
处裂痕，居民担心再次发生滑坡风险，却一直找不到责任部
门来牵头整改，消除隐患。近两年，许家台镇星梦工坊西区
多次出现外墙皮脱落，小区没有业委会和居委会，居民想修
外墙除隐患遇到了不少卡点，迟迟得不到解决。

节目中，各部门负责人表示，明确责任，增强协作，补齐事
前、事中、事后整个监管过程中的弱项短板，彻底消除安全隐
患问题。李树国说：“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要压实
责任链条，全力做好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各
部门要主动进位，挂图作战，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切切实
实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百姓问政》聚焦群众关心关切

压实责任链条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局、市科
协昨日发布《关于开展工程技术系列物联
网专业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决定在工程
技术职称系列中增设物联网专业职称。

物联网专业职称评价范围为在我市
（含中央和外省市驻津）企事业单位、社会
团体、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在职从
事物联网智能感知组网工程、物联网云计
算及数据处理工程、物联网应用工程、物联
网安全及测试工程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
员，以及从事相关工作的自由职业者、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符合申报条件的，可参加物
联网专业职称评价。

本报讯（记者 徐杨）小儿清降丸、清肺
丸……市儿童医院很多备受家长青睐的“小
中药儿”正在陆续回归。昨日从市儿童医院
获悉，该院迁址新建制剂生产车间，目前常
用院内制剂正逐步恢复产能满足患儿需
求。家长不仅可以通过该院互联网医院复
诊购药，还能就近到“医联体”合作医疗机构
购买。

昨天上午，赵女士带着儿子天天到儿童
医院马场院区就诊。该院老专家、我市名中
医杜文娟主任医师仔细检查后说：“孩子这
是风热感冒了，而且咳嗽有痰，适合吃点儿
清肺丸，最近刚恢复供应。”“我知道清肺丸，
小时候也喝过，当初没少吃儿童医院的‘小
中药儿’，都很管用！”赵女士说。

杜文娟介绍，清肺丸、疏表散、清降丸是

上世纪60年代该院最早研制的几种院内制
剂，那会儿她才刚参加工作，跟着老主任们
一起“试水创业”。经过近60年的临床验证，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就有15种。“小中药儿”虽
然疗效、口碑都很好，但味道确实比较苦，有
些孩子服用时比较困难。所以医院在传承
院内制剂的基础上不忘创新，现在就在致力
于研发一些替代剂型。

该院副院长崔华雷介绍，该院最早的院
内制剂室就建在现在的马场院区里，随着就
诊患者数量增多、对院内制剂需求量增大，
制剂生产车间经历两次搬迁扩容、提升产
能。目前，随着新制剂车间的启用，不仅清
肺丸、小儿清降丸等常用品种陆续回归，院
内制剂的研发和生产也将更科学、精准，满
足广大患儿需求。

“这些院内制剂的形成是历史积淀，更是
几代老专家临床经验的总结与凝练，已经成
为市儿童医院的一座宝库。”崔华雷说，为了
给患儿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该院会根据学科
发展和社会需求进行新药研发和改良，让老
药得以呈现新的改型和突破。

该院医务科副科长赵旻鹏说，为了方便
患儿用药，该院互联网医院增加了院内制剂
速递功能，家长关注该院微信公众号进入“医
院制剂速递”模块，就可以在网上向医生复诊
购买院内制剂，所有快递能覆盖到的地区均
可寄送。另外，该院已与我市47家医疗机构
建立“医联体”，其中包括三级医疗机构、二级
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级妇幼保健
机构，家长可就近到医联体内的医疗机构购
买到该院院内制剂。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8月2日0时至24时，我
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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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日17
时，我市新解除中风险区1个。

自8月2日24时起，解除对东丽区张
贵庄街振华里1号楼、2号楼及周边底商参
照防范区管理的措施，调整为低风险区。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桑拿天气”持
续，昨天闷热再升级，特别是午后的室外，
热浪滚滚，津城可谓“蒸”出新热度。记者
昨天采访了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易笑园、
市环境气象中心工程师樊文雁，解读高温
天气，支招如何加强健康防护。

8月1日以来，天津地区持续出现高温
闷热天气，特别是昨天，全市大部分地区
最高气温都超过37℃，加之湿度较大，人
们感觉湿热感极强，这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桑拿天气”。

据气象观测资料显示，天津城区昨
天湿球温度已经达到了28℃，说明高温
高湿程度已经很强，加之最高气温超过
37℃，可以说是开启了更厉害的“桑拿汗

蒸模式”。易笑园表示，这种情况在夏季并
不多见。

从目前天气预报看，4日白天，我市还
将继续维持桑拿天气。4日夜间，我市在一
股弱冷空气影响下，可能会出现雷阵雨天气
过程，届时最高气温将略有下降，津城迎来
短暂的凉爽，但由于冷空气势力很弱，前期
高温模式不会有明显好转。而且近期天津
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出现的降雨，大多为局
地性热对流天气，这种类型的降雨天气会增
加空气中的湿度，导致降雨过后闷热感更
强，并不会带来清爽凉快的感觉。根据最新
气象监测信息分析，7日迎来立秋节气以
后，我市将有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届时高温
高湿的天气才会有所缓解。

清肺丸、疏表散等儿童医院院内制剂恢复产能 未来研发改良满足患儿需求

熟悉的“小中药儿”回来了

8月以来持续高温闷热 昨日城区湿球温度达28℃

立秋雨或送走“黏糊天”

针对高温天气，天津市环境气

象中心于今年6月1日起为公众提

供中暑气象指数预报。樊文雁介

绍，环境气象中心将中暑气象风险

指数由低到高划分为基本不会中

暑、室外作业者需预防中暑、比较容

易中暑、容易中暑、很容易中暑5个

等级，并依据不同等级为公众给出

相应的防御建议，指导科学防暑降

温。公众可以通过“天津气象”手机

App的“环境与健康气象”模块随时

查询中暑指数。

中暑气象指数预报

河东区唐家口街道翰林园小区旧楼

区改造施工现场，工人在烈日下施工。

我市首个地下220千伏变

电站建设现场中的建设工人。

本报记者 吴迪 张磊 摄

河东区长征路社区户外

劳动者驿站中的环卫工人。

十一经路与六纬路交口

处，执勤的交警。

我市添物联网专业职称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贸促会获悉，在日前于
海口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天津展区共
接待专业观众超1万人次、大众观展人员1.5万人次，现场
销售金额超过35万元。参展企业与200余家采购客商进行
对接并达成合作意向，意向金额达500万元。

据悉，本届消博会天津展团参展面积达200平方米，包
括15家企业。市贸促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展会期间，
许多参展商品现场销售一空，部分参展企业还与采购商建
立联系，后续将进一步洽谈合作。

消博会天津展区

津企与200余家采购商达成合作

本报讯（记者 叶勇 摄影 孙立伟）近日，天津出入境
边防检查站联合海河海事局、公安天津港分局巡警支队在
天津港主航道和锚地水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旨在打击天
津海域违法犯罪活动。

巡航期间，巡航人员搭乘“中国边检1253”执法船，通
过隔空喊话、远程核查、绕航监视等方式，对海上和港区船
舶航行停靠、外轮搭靠、疫情防控、海防设施、口岸生产作业
等情况进行巡视。同时，对各类可疑船舶进行抽查，重点查
处非法搭靠、擅自停靠未开放水域以及利用“三无船舶”、小
型船舶实施走私、偷渡等违法犯罪行为。

联合巡航 可疑船舶无处藏

本报讯（记者 陈璠 摄影 吴迪）近日，
天津港保税区企业天津港强集团有限公司
二期冷库及作业平台扩容项目竣工。作为
商务部、农业农村部重点发展京津冀保障
老百姓菜篮子的加工、查验、检测、分拨基
地，港强集团二期冷库启用后，将大幅增加
天津及三北地区种子、水产、冷冻肉类等查
验业务能力及吞吐量。目前，该公司一、二
期冷库总规模已达到11000吨。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
市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B阶段征询志愿录
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共录取新生3060余人。至此，普通类本
科批次B阶段共录取新生10030余人。前期，市高招办根据
普通类本科批次B阶段余缺招生计划数和考生填报志愿情
况，确定今年普通类本科批次B阶段征询志愿录取控制分数
线为：441分。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生院校网站、招考资讯网
等途径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B阶段征询志愿录取结果。

市高招办依据高职（专科）院校招生计划和考生填报志
愿情况，确定今年我市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
120分；艺术类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普通类高职
（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一定比例确定为：84分；体育类
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依据体育专业考试合格考生的文
化考试成绩和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确定为：124分。预
计8月6日，考生可查询高职（专科）院校的录取结果。

高职（专科）院校录取控制线确定

港强集团二期冷库竣工

疫情快报

8月2日0时至24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截至8月3日17时

我市新解除中风险区1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