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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8月15日0时至24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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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津沽中医药历史文脉

天津中医药博物馆开工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天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加快解决我市历史
遗留项目不动产登记问题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经市政府同意正式印发执
行，加快解决我市国有土地上已建成入住
的住宅房屋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不动
产“登记难”。《意见》结合我市实际情况，
对用地手续不完善、欠缴土地出让金和相
关税费、建设工程规划手续不齐全、开发
建设主体灭失、房屋和土地用途不一致、
房屋和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项目跨宗地
建设、无法办理竣工验收备案八类问题提
出具体意见。

用地手续不完善的问题

《意见》指出，经济适用房、示范小城
镇建设安置房、国家安居工程、福利房（包
括解困房和合作建房）、棚户区改造安置
房等项目，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利用自
有土地建设的房改房、集资房项目，由项
目所在地规划资源主管部门对项目相关
情况进行审核，并报区政府批准后出具用
地意见函，明确可按住宅用途、划拨方式
及相应的用地范围办理不动产登记。

其他建设项目可以按照项目建设时
的政策规定，按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补办
用地手续。已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未办
理用地手续的项目，经公告权属清晰无争
议的，报经区政府同意后，直接按现状补
办划拨或协议出让手续。

欠缴土地出让金和相关税费的问题

房屋已出售并入住的住宅项目，开发
建设单位未按出让合同约定缴齐土地出
让金，以及将经济适用房等保障类住房按

商品房违规对外出售但未补缴土地出让
金，或者欠缴税费的，《意见》指出，可报经
区政府及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同意后，按照
“证缴分离”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经办机
构将需缴纳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情况函告
有关部门后，在有关部门追缴土地出让金
和税费的同时，予以办理不动产登记手
续。对违规销售经济适用房等保障类住
房的开发建设单位（销售单位）仍按国家
和我市相关法律、法规依法查处。

房屋已出售尚未入住的住宅项目，开
发建设单位未按规定缴纳土地出让金和
相关税费的，以及划拨土地上自建房等项
目擅自对外出售、未补缴土地出让金的，
在依法缴纳所欠土地出让金和税费后，方
可办理不动产登记。

建设工程规划手续不齐全的问题

对于未突破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红线，在城镇开发边界内，且
已取得国有土地权属证书或已办理用地
批准手续的建筑，《意见》明确，经区规划
资源主管部门审核，现状建筑符合控制性
详细规划（以下简称控规）的，报经区政府
同意后，可予以保留，并出具规划核实意
见函；经区规划资源主管部门审核，项目
现状建筑不符合控规的，区规划资源主管
部门提请属地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对周
边环境对房屋影响、房屋与周边环境和安
全关系、是否影响近期规划实施等情况进
行论证。论证通过的，区政府出具予以保
留的论证意见。根据取得规划许可情况，
相关执法部门依法履行处罚程序后，区规
划资源主管部门出具规划核实意见函，将
来结合地区控规编制、修编或修改，将论
证通过的项目纳入控规。规划核实意见

函代替办理不动产登记所需的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及规划验收合格证。

开发建设主体灭失的问题

建设项目未办理首次登记，开发建
设单位已灭失，如何办理不动产登记？
《意见》明确，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
门的，由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办理
首次登记；没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
门的公有住房，由不动产所在地区政府
将建设项目纳入区级直管公房管理，权
利人登记为区政府后，再为购房人办理
转移登记。没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
门的非公有住房，可由不动产所在地区
政府指定的机构或组织代为申请办理建
设项目的首次登记后，再为购房人办理
转移登记。首次登记与转移登记可根据
实际情况一并办理，并在登记簿中对权
利主体灭失情况予以记载。

建设项目已办理首次登记，开发建设
单位灭失的，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
的，可由承继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配合办
理后续转移登记；没有承继单位或上级主
管部门的，可由购房人提供权属来源证明
材料公告三个月无异议后，当事人可以单
方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房屋和土地用途不一致的问题

《意见》指出，已分别登记的房屋和土
地用途不一致的，当事人持房屋土地权属
证书、测绘报告及核定用地图，向区规划
资源主管部门申请规划用地情况核实。
同一宗地涉及房屋存在多种用途需要办
理宗地分割的，还需提供土地权利人盖章
确认的拟分割范围的核定用地图。

房屋和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的问题

因房屋所有权多次转移、土地使用权未同
步转移导致房屋和土地权利主体不一致，且因
原土地权利人无法提供原土地使用证，现权利
人按原土地登记内容申请房地统一登记的，《意
见》明确，经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核查登记情
况，权属关系变动清晰且无争议的，现房屋权利
人出具承诺书，由不动产登记经办机构为现权
利人办理房地统一登记手续，并在政府网站上
公告原土地使用证作废。依法需要办理土地有
偿使用的，应当补办土地有偿使用手续。

项目跨宗地建设的问题

《意见》指出，房屋和土地有合法权属来源
文件、项目跨宗地建设未超出批准用地范围，建
筑物未占压宗地界线，无调整宗地需求的，可按
照所在宗地分别办理不动产登记；有调整宗地
需求的，经区规划资源主管部门进行宗地边界
调整或宗地合并、分割后，办理不动产登记。

无法办理竣工验收备案的问题

《意见》明确，对于入住时间较早的房屋，
不具备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条件的，
以符合消防要求的消防验收备案意见及符合
房屋结构安全要求的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代替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意见》施行前，国有土地上已建成入住

的住宅房屋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本意见处理范
围，国有土地上已经出售的商业、办公、工业
等房屋涉及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国有土地上
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军队、教育、党政机关用房
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公益性项目涉及的历史遗
留问题可参照本意见处理。

我市出台《意见》聚焦国有土地上不动产登记八类问题

加快解决历史遗留项目“办证难”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市道路运
输局日前发布通告，正式实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危险货
物运输许可证、道路运输证等3类电子证照。至此，在2019年发
布4类电子证照基础上，我市实现了道路运输行业证照电子化
示范应用全覆盖，截至目前，已完成相关证件申领服务12万余
件次，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电子化和群众办事便利化水平。

市道路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后，道路运输行业企业
和从业人员在完成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后，可在“道路运输电子证
照”App直接申领相应电子证照，无需再通过邮寄或现场领取。
如遇查询证照信息等情况，从业人员只需打开手机端App亮证
即可，与纸质证件具有同等效力。如遇申领使用问题，可拨打服
务电话4000888136进行咨询。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随着打桩机缓缓启动，昨天，由中建
一局承建的天津中医药大学新校区三期项目——图书馆、博物
馆等工程正式开工。

该工程位于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健康产业园区，建设内容
包括天津中医药博物馆和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共享空间、研
究生院等，总建筑面积约6.6万平方米。其中，天津中医药博物
馆建筑面积约2.4万平方米，以“中西合璧、古今交融”为设计理
念，分为中医药史馆、养生文化馆、中药标本馆、中医药科教馆、
中医药体验馆、津沽中医药600年展区等。建成后将呈现博大
精深、历久弥新的津沽中医药历史文脉，并打造成为传统中医药
文化瑰宝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地标。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连日来，驻津央企中建六局的建设者
们奔赴“疫”线，驰援三亚第二方舱医院、儋州洋浦中德方舱医
院、海口方舱医院建设，为保障方舱医院的顺利投用发挥了重要
作用。

三亚第二方舱医院建筑面积约2.1万平方米，可提供隔离病
床2000张。8月7日，中建六局三亚项目部接到援建该方舱医
院的任务后，火速抽调骨干建设者共计350余人。项目团队24
小时不间断施工，经过4个昼夜鏖战，顺利交付使用。

8月10日，中建六局儋州洋浦项目部得知洋浦中德方舱医
院建设人员急缺，先后动员200余人赶赴现场开展施工作业。
当日18时，援建队伍乘专车抵达洋浦中德产业园。为尽快满足
交付条件，建设者们倒排工期，抢时间、拼效率，最终于8月15日
按时完成全部援建任务。

8月11日，中建六局海口项目部组织40余名员工整装出
发，火速驰援海口方舱医院建设。经过12个多小时的不懈努
力，顺利完成援建分配任务。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国内先进微处理器领先企业海光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日前登陆科创板，成为我市第7家科创板
上市企业，全市上市企业达到86家。

海光信息2014年成立至今，持续深耕高端处理器及相关领
域，研制出性能领先的海光通用处理器（CPU）和海光协处理器
（DCU），成为当前国内为数不多同时具备高端通用处理器和协
处理器研发能力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海光信息是我市今年继唯捷创芯、华海清科上市以来，第

3家上市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上企业，这也表明我市集成电路产
业链发展态势迅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责人分析。

目前，我市集成电路产业形成集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
料五业并举的产业链条。上半年，产业链上企业累计实现产值
180.1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加值同比增长13.7%。以海光信
息为例，企业基于海光CPU和DCU开展产业生态建设，形成了
“芯片设计与制造—整机系统—软件生态—应用服务”的完整创
新链和产业链，通过海光产业生态合作组织凝聚了数千家上下
游合作伙伴，通过联合技术攻关、方案优化、应用创新与市场开
拓，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全市集成电路产业链今年以来完成投资52.76亿元，同比

增长28.6%，中芯国际、中环领先、绿菱电子等20多个重点项目
加速投达产，为全市集成电路产业链后续发展增加了强劲动
力。”该负责人称。

本报讯（记者 陈璠）近日，由天津港保
税区企业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建大桥局”）施工
的双江口水电站泄洪系统洞式溢洪道洞
身段开挖完成。至此，双江口水电站泄洪
系统四大洞室群全部进入衬砌施工。项
目建成后，可使大渡河干流每年增加枯期
电量66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96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718万吨，并显著提升下
游城镇防洪能力。

据了解，双江口水电站为大渡河干流
上游控制性水库工程，位于四川省阿坝州
马尔康市和金川县境内。该水电站工程
具有“高海拔、高大坝、高地应力、高流速、
高边坡、高寒”等特点。由中国铁建大桥
局施工的泄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洞式溢
洪道、深孔泄洪洞、竖井泄洪洞、放空洞。
其中，洞式溢洪道全长1818米，最大开挖
断面高27.75米、宽19.3米，断面达516平
方米，为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断面泄水隧
洞。洞式溢洪道是确保水电站在遇到超
标洪水的情况下正常运行的关键工程，是
保证整个水电站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洞式溢洪道单孔泄洪量最大为每秒

4138立方米，流速最高可达42米每秒，极

限泄洪状态时，洞室整体承受的过水自重
达88.6万吨，对泄洪洞过流面混凝土的抗
冲磨、防空蚀、温控防裂性能要求极高。”
中国铁建大桥局现场技术负责人何克介
绍，为解决大泄量、大坡度、大断面条件下

混凝土施工难题，该项目多次邀请专家和科
研团队进行模拟试验，同时引进国内首套温
控混凝土“乙二醇+水冷”预冷骨料拌合系
统，采用抗冲磨性能更好的低坍落度混凝土，
从源头控制混凝土开裂风险。

行业证照实现电子化全覆盖

道路运输业“领证”零跑动

我市集成电路产业链发展迅猛

今年3家企业登陆科创板

驻津央企奔赴“疫”线

驰援海南3个方舱医院建设

津企完成在建世界最大断面泄水隧洞开挖

本报讯（记者 姜凝 摄影 谷岳 通讯
员 陈红叶）8月15日，随着中国民航大学乘
务学院、飞行分校驶出一辆辆搬运车，该校
搬迁工作正式拉开序幕，新校区位于宁河
区。8月25日，这两个学院在校生将率先返
校。8月29日，中航大将迎来2022级新生，
届时会有4000余名学生和600余名教职工
共同开启新校区发展新篇章。

据介绍，中航大新校区一期项目坐落
于宁河区天津未来科技城，以交通学科、
经管学科为主，协同发展人文社会学科。
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17余万平方米，主要
包含图书馆、公共教学楼、飞行乘务大楼、
交通学院实验楼、体育馆、师生活动中心、

学生宿舍、学生食堂等单体建筑，拥有多媒
体教室、智慧教室、精品录播教室，还建有
模拟舱训练、客舱服务模拟、飞行技术、交
通工程、通用航空等各类专业实验室等。
目前，95%以上的课程均可在宁河校区完
成，个别需在东丽校区完成的实验实训课
程，学校将安排专车进行保障。

中航大新校区计划分为两期工程实
施。二期项目2025年竣工后共计7个学院
入驻，可容纳学生约1.8万人，主要建设教
学实验用房、图书馆、体育馆、文化艺术中
心、学生宿舍、食堂、科研用房等各类建筑
总面积54.72万平方米，配置实验实训设备
600余台（套）。

中航大乘务学院、飞行分校搬迁启动

图片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提供

双江口水电站泄洪系统洞式溢洪道全长1818米，最大开挖断面

高27.75米、宽19.3米，断面达516平方米。

学院教师在新校区

调试教学实验设备。

图书馆

教学楼

宿舍楼

乘务学院、飞行分

校启动搬迁工作。

西青区建设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渔光一体 发展低碳高效农业

从故障追溯到处置建议

供电监测模块10秒解决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我市智能电
网调度控制系统再“添丁”，国网天津城
南公司创新开发基于主配一体化的用户
供电监测功能模块日前上线。该模块可
辅助运行人员进行故障风险监视与处置
决策，从故障追溯到提供处置建议仅需
10秒。

该模块基于现有智能电网调度控制
系统，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能对电网监视、故障研判、故障处理、
恢复运行等电网数据进行智能统计分
析。以往，在重要活动、国际国内赛事、高
考等重大保电任务中，通常需要依靠运行
人员对海量运行数据进行实时监测，一旦
电网发生故障，运行人员要通过调度系
统，在电子线路图上找出受影响用户，再
出具恢复供电方案，这一过程通常耗时10
分钟。应用该模块后，系统可实时自动搜
索排查故障源、分析影响范围，并自动给
出处置建议。

目前，该模块已对和平、河西和津南
三个行政区域的200余户重要用电用户开
展重点监测，后续将建立“专家库系统”，
进一步提升辅助决策能力。

本报讯（记者 王音）日前，西青区大寺镇120兆瓦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
预计2022年年底前全容量投产。

大寺镇120兆瓦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位于李庄子村，项
目投产后每年可输送1.5亿千瓦时绿色电力，节约标准煤约4.6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2.56万吨，届时，将实现“水上发
电、水下养殖”的渔光一体综合发展模式，成为集科技创新、低碳
示范、智能运维、生态养殖于一体的光伏实验基地，实现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