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市居住的非我市户籍居民，可凭有效居住证申请滨海新区购
房资格，享受与我市市民同等购房待遇

■对滨海新区引进认定的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等，在租房、购房时
给予相应支持

■支持海河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争取承接国家级重大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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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聚焦10个方面 支持“滨城”建设
一揽子政策措施发布 鼓励五类人员落户 为企业量身制定支持政策

央行非对称性降息

百万元房贷30年省3万余元

5 天津
2022年8月23日 星期二 责编：皮历 美编：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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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2年 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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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25件，其中：滨
海新区2631件，和平区416件，河东区830
件，河西区830件，南开区957件，河北区
653件，红桥区341件，东丽区743件，西青
区873件，津南区936件，北辰区1039件，
武清区866件，宝坻区937件，宁河区637
件，静海区969件，蓟州区7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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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厉打击药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

“利剑行动”查处违法案件922件

首届中国·天津工业博览会今日开幕

好戏连台 重量级展会陆续亮相津城

代办补缴社保？别信！
一男子诈骗30余名老人380余万元

推行糖尿病门特健康主管责任制 医保按糖尿病门特待遇标准报销医疗费用

患者自主选择 享受“专属”服务

打造英伦风格主题公园

五大道再添城市新地标

应对本轮强降雨 截至昨日9时

主干道路积水全部排除

天大本科生论文登上《科学》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滨海新区
落实支持“滨城”建设若干政策措施的工
作方案》发布（以下简称《方案》），聚焦10
个方面，全力支持美丽“滨城”发展。

这10个方面分别为增强滨海新区人
口导入能力、完善基本服务保障、给予重
大项目政策支持、开展液化天然气直供政
策试点、推动能源结构优化、支持数字产
业发展、支持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建设、
在自然资源管理和审批方面给予支持、支
持完善人才政策、支持创新发展。
《方案》明确鼓励五类人员落户“滨

城”，如高校毕业生和在校生、滨海新区产
业工人、京津冀协同重点企事业单位员工、
在“滨城”生活的准市民、“滨城”贡献者。
在滨海新区正常经营的企业工作，且在该
企业连续正常缴纳社保满1年的居民，由个
人和企业共同提出申请，可在滨海新区落
户；经区政府或各开发区管委会集体研究
认定并签订框架协议的北京等外省市整体
迁移企事业单位，支持其随企业迁来的职
工（在企业工作满一年）落户，支持其配偶、

未成年子女通过投靠方式落户。
完善基本服务保障，在我市居住的非

我市户籍居民，可凭有效居住证申请滨海
新区购房资格，享受与我市市民同等购房
待遇；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为来滨海新
区创业的新市民、青年人提供住房保障；
为来滨海新区投资重大项目的企事业单
位及科研院所，量身制定相应支持政策；

对滨海新区引进认定的领军人才、高技能人
才等，在租房、购房时给予相应支持。
《方案》提出探索建设绿电、氢、地热等

可再生能源与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海水淡化
综合利用试点，打造源网荷储一体化、水电
热气冷联产、成本最优低碳示范园区；同时，
支持数字产业发展，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国
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建设，鼓励开展

数字经济领域“一企一证”改革试点。
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滨海新区提

升城市路网建设水平，大力发展市域（郊）铁
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重点支持沿海大道整改
提升、集疏港通道、跨海河大桥以及重大港口
交通设施等项目发行专项债券；以塘沽一中
以及市教委直属校滨海学校等优质名校为主
体，组建一批教育集团，放大辐射效应。

根据《方案》，滨海新区制定深化产教城
融合、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的
实施方案，对接“1+3+4”产业体系，重点建
设一批优质专业群，启动“创优赋能”“1+X”
证书制度试点等项目建设，筹建“滨海新区
职业教育产教城融合发展基地”。此外，滨
海新区支持海河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争取承接国家级重大专项，聚焦信创、合成
生物等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
的重大科技专项，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培育以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河实验室、科研
机构、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为骨干的
战略科技力量，支持新型研发机构申报国家
重大专项和重大平台。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严厉打击药品
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市药监局深入开展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目前已取得
阶段性成效。截至7月底，全市共查处药
品、医疗器械、化妆品违法案件922件。

今年2月下旬，市药监局与市公安局共
同部署专项整治工作，聚焦重点品种、重
点环节、重点领域，开展风险排查，对518家
企业采取约谈、责令改正等行政措施，规
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消除安全隐患。其
中，以国家集中采购药品、医用防护服、儿
童用化妆品等为重点，集中开展抽样检

验，完成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抽样3532批
次，检出不合格产品7批次；开展执业药师专
项整顿，并与市公安局禁毒总队联合行动，
强化含兴奋剂药品监管，对2家向吸毒人员违
法提供药品的企业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
建立并动态更新核酸检测机构、采样点、重
点产品及供应商“四清单”，统筹推进我市新
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产品产能产量与质量
安全水平双提升。

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药品监管
部门落实“最严厉的处罚”，对3家严重违法的
药品经营企业吊销经营许可证；对博爱公司

生产假药行为处以30倍顶格罚款，对直接责
任人员处以终身禁业。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建立高效核查协
作工作机制，在对某药品经营企业检查中发
现涉嫌销售医保回流药线索，深挖药品流向，
发出协查通报18份，使北京、安徽等9省市19
家违法企业得以依法查处。

市药监局将继续深入开展专项行动，查
处一批大案要案、公布一批典型案例、移送一
批犯罪线索、消除一批风险隐患、完善一批机
制制度，进一步提高药品安全保障能力，切实
维护药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首届世界职业
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刚刚落幕，天津又将迎
来多场行业盛会。今天，首届中国·天津
工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拉开
帷幕。此后，天津国际机床展、中国国际
肉类与食品进出口展览会、中国（天津）国
际汽车展览会等也将陆续亮相津城。

两大展会同日开幕

今天，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机床总公司、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
员会天津市分会、国家会展（天津）有限责
任公司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中国·天津工业
博览会正式开幕，将持续至8月26日。工业
全产业链模式、数字化制造技术演示、自动
化生产线示范、专精特新产品展示是此次
展会的几大亮点。包括中国中车、兵器集
团、科德数控等在内的国内外知名行业龙
头企业和部分省市展团将集中参展。天津

工业博览会期间还将举办中国机械工业两化
融合推进大会等多个高端论坛。

同日开幕的2022MTM金属世界博览会
是钢铁行业的年度首展，今年首次在天津举
办，包括冶金展、耐火材料展、铸锻造展、钢
管展、不锈钢展、金属线材展六大主题。展
厅位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S3、S6馆，共吸引
500余家企业参展。

特色食品一站式“打卡”

9月2日至4日，以“中国时代·生态食品”
为主题的2022中国国际肉类与食品进出口展
览会将于梅江会展中心举行，采用线上加线
下的方式，展示生态食品、生鲜冷冻肉、特色
生态农林产品、乳品、生鲜冷冻水产品、酒水
和饮品、餐饮配料、冷冻设备与食品机械等
品类商品。届时，观众可以看到青海、吉林、
内蒙古、山东等地的特色食品，领略来自南
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异国风味。

本届展览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中食展览
展示（天津）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第八届中国营
养健康食品产业高峰论坛、国际肉类生产贸易
机遇与风控高峰论坛、“大美青海·生态品牌”天
津推介会暨签约仪式等国际论坛、品牌推介会
及洽谈会也将在展览会期间陆续举办。

国际车展再临津城

9月29日至10月5日，2022中国（天津）国
际汽车展览会将亮相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展出面积预计达20万平方米。

2021年举办的天津车展共吸引观众63.3
万人次，是去年北方地区规模最大、品牌最齐
全、规格最高的国际汽车展览会。在上一届
展览会的基础上，今年的天津车展将增加多
个知名汽车品牌，并安排重磅车型和首发新
车参展。除了参观静态展示以外，观众还可
以在馆外动态体验区的各类项目亲身感受参
展车辆的产品性能和智能科技。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陶强）“只
要一次性缴纳几万元，就可以补缴养老保
险，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看到这
样的广告您是否动心？市民张大爷就是因
为轻信了骗子的花言巧语，把积攒大半辈
子的积蓄都投了进去。近日，市检察院向
社会通报一起涉老诈骗案件。以帮助办理
社保补缴为幌子，骗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骗取30余名老年人，共计380余万元。
“这个人和我们说，国家新推出了保险

政策，只要缴纳几万元，就可以补缴养老保
险，退休后就可以按月领钱了。”2020年2月，
居住在蓟州区某村的赵大爷向“保险经理”
一次性交了12万元，“保险经理”承诺三四个
月就能办下来。然而，赵大爷没有等来好消
息，却等来了公安机关打来的电话，告知他
的养老钱全部进了骗子的腰包。

经查，“保险经理”张某是某投资公司团
队经理。自2019年起，张某在未经国家有关
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就以承诺保本
付息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因资金兑
付困难另起炉灶，打起了老年人的主意。

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在提讯时，辩
称收取的钱款是准备为他人补办社保用
的，还有一些钱给了中间人提成，自己并没
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对此，蓟州区检察院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转账记录进行
比对分析，筛查出犯罪嫌疑人诈骗犯罪事
实、涉案金额和资金流向，证实了张某在收
取钱款后，并未转到社保相关账户，而是将
大部分钱款兑付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投资人的到期本息或偿还自身债务。此
外，张某后期收取的被害人补缴养老保险
低于补缴标准，明显不符合常理，足以证明
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近日，法院判决被告人张某犯诈骗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20万
元；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
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
处罚金50万元。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市医保局
获悉，市医疗保障、卫生健康部门近日印发
通知，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糖尿病门诊特
定疾病（以下简称“门特”）健康主管责任制。

由糖尿病门特患者自主选择一家健康
主管机构，健康主管机构负责教育指导糖尿
病门特患者加强自我管理，并提供规范化糖

尿病健康管理服务。目前，全市已有543家
医疗机构申报成为糖尿病门特健康主管机
构，并承诺可以自行或与其他医疗机构协
作，向糖尿病门特患者提供包括病情监测、
并发症筛查、治疗用药和转诊等事项在内的
糖尿病健康管理服务。自6月1日实施以
来，我市已有近3万名糖尿病门特患者选择

了健康主管机构，运行平稳、反响良好。
政策明确，糖尿病门特患者选定健康主

管机构后，在健康主管机构及其协作医疗机
构接受糖尿病门特诊疗，报销范围将不受我
市糖尿病门特项目支付范围限定。由健康主
管机构及其协作医疗机构根据糖尿病门特患
者病情实际情况，从我市基本医保支付范围

内选择适宜医药服务项目，制定糖尿病及并
发症的规范化诊疗用药方案，所发生的医疗
费用，医保均按糖尿病门特待遇标准予以报
销。暂未选定健康主管机构的糖尿病门特患
者，仍可继续在原选定的定点就医医疗机构
就诊，所发生的糖尿病诊疗用药费用，将严格
按照我市糖尿病门特项目支付范围报销。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央行非对称性降息的消息
刷屏了。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了新
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其中，1年期LPR为3.65%，上
月为3.7%；5年期以上LPR为4.3%，上月为4.45%。

对于广大购房者来说，这是实实在在的利好。南开区白
堤路上一家大型银行客户经理告诉记者，个人住房贷款一般
以5年期以上LPR作为定价基准。以100万元、期限30年按揭
贷款为例，如果选择每月等额还款的方式，此次5年期LPR下
调15个基点，可以使每月还款额减少近88元，1年减少逾千元，
30年下来总支付利息减少近3.2万元。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接受采访时说，5年期以上长
期贷款往往集中在基础设施、重大投资等领域。5年期以上
LPR下降之后，将进一步促进基建和重大投资项目建设，稳住
和扩大投资需求。同时，引导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行，降低居
民住房消费负担。居民房贷压力减轻，也有助于释放居民日常
消费空间，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当然，对存量房贷而言，下降
之后的新利率将在下一个贷款利率重定价日执行。

本报讯（记者 曲晴）近日，记者从和平区城市管理委获
悉，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将再添城市新地标，建设“五大道公
园”。建筑遵循五大道地区现有整体格局，对标世界著名城
市地标建筑设计风格，打造一处集多功能于一体的英伦风格
主题公园。

该项目地点位于和平区南京路与新华路交口，占地面积
2.5万平方米，将于9月正式入场施工，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前的
准备工作。“公园项目体量比较大，采用整体立项、分期建设
的方式，‘五大道公园’一期占地面积7300平方米，主要包括钟
楼、游客服务中心，地上欧式的园林绿化景观，还有地下的配
套设施。”和平区城市管理委计划科科长刘治国说。

高69.6米的钟楼是公园最大的亮点，钟楼上设计安放20个
形态各异的钟表，蕴含了宇宙时空、东西方文化、天津历史等多
种元素。在借鉴欧洲典型地标建筑建设经验的同时，钟楼融入
五大道小洋楼的建筑风格，选用红砖做外墙，与五大道先农大
院的红砖相似，还有柱廊、圆窗等设计，均与五大道原有的设计
风格相协调。公园一期项目建设将于2024年完工。

本报讯（记者 王睿）8月21日20时至22日5时，全市平均降
雨量达31.8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全市最多时出现26处临时
积水片，11处地道采取封控措施。经全市上下连续奋战，截至
昨日9时，主干道路积水全部排除，地道恢复通行。本轮降雨
全市未接到洪涝灾害报告。

市防办、市应急局加密与气象、水务等部门联合会商，共
派出工作组3581个、13176人次，开展城乡危陋房屋、城区低洼
积水点等关键部位巡查排险，重点部位安排21127人盯守、预
置排水抢险设备31636台套。全市提前转移群众1003人，蓟州
区关闭22个山区景区，宝坻区关停26个在建工地。

本报讯（记者 姜凝）8月19日，天津大学理学院2018级本
科生李预立作为共同第一作者的论文《全氟羧酸的低温矿
化》在线刊发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该篇论文提出
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能比目前使用方法更温和、更简单且廉
价、无害化处理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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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以来途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高新区、水磨沟区、头屯
河区、米东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哈密市伊州区的来津
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
后实施健康监测3日，抵津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抵津后3
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满24小时），同住人员同步检测。

7日内具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
巴克区、新市区、高新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米东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哈密市伊州区的来津及返津人员，离
开重点疫情地区＜3日，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至离开重点
疫情地区满7日，第1、2、3、5、7日进行核酸检测（单人单管），
同住人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3日（自纳入管理之日计算，
具有旅居史人员解除管理可一同解除管理），进行核酸“日检
测”，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

7日内具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
巴克区、新市区、高新区、水磨沟区、头屯河区、米东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哈密市伊州区的来津及返津人员，离
开重点疫情地区≥3日，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人员）
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日检测”（单人单管），
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8
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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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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