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7日16时以来 清真古丽花儿·新疆美食

（西北角店四店，红桥区铃铛阁街道芥园道9号增5号）

8月27日12时以来 珍爱网门店 （河西区南京路与建设路交口天津国际贸易中心B座13楼）

8月27日11时以来 正阳春烤鸭店 （杨楼店，西青区昌凌路荣圣泰生活广场A座1楼102）

8月26日、27日18时30分至20时30分 诚翔篮球俱乐部 （南开体工大队店，南开区复康路9号）

8月26日以来 津门羊大爷铜锅涮羊肉 （李七庄店，西青区昌凌路荣圣泰生活广场1层）

8月27日 育星艺术培训学校 （西青区昌凌路荣圣泰生活广场A座1门2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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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用高校毕业生可享扩岗补助
我市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 企业每招用一人可一次性享受1500元补助

疫情快报

8月30日0时至24时

新增57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8月30日0时至24时，我市
疾控部门报告新增57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确诊病例18例（均为轻
型），无症状感染者39例。

57例阳性感染者中，22人为8月29日全
域核酸筛查中发现，其中16人为管控人员；
35人为8月30日全域核酸筛查中发现，其中
33人为管控人员。（截至8月31日早8时，8月
30日全域核酸筛查已全部结束，除上述35
人外，8月31日凌晨还发现了14名阳性感染
者，其中12名为管控人员，详情待报。）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昨日，市人社
局、市财政局发布《关于实施一次性扩岗
补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我市参保企业招用毕业时间为2022
年 1月至 12月，且取得普通高等学校毕

业证书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签订劳动合
同，并为其缴纳失业保险费 1个月以上
的，可申请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补助
标准为：每招用一名高校毕业生，一次
性给予企业 1500 元补助。同一毕业生

在不同企业就业只发放一次补助。一次
性扩岗补助与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不重
复享受。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既包
括我市高校毕业生，也包括外省市高校

毕业生，毕业证书上的时间在 2022 年期
间，且毕业生信息可在“普通高校应届毕业
生身份核验接口”中查询到。就业登记、
参加失业保险日期应在毕业证书上的日
期之后。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之前多亏你们指导，把防护挡板装
了。听说要进行电网秋检，可以和站内检
修一起，一停多检，减少停电，真好啊！”昨
日，国网“候鸟生命线”天津站志愿者、国
网天津宁河公司输电运维工冯克超，来到
宁河区110千伏大月河光伏电站，同站长姜
春鹏商量“双检修”相关事项时，得到姜春
鹏的称赞。

一周前，经过攀爬、递运、铺装、紧固、
检查等系列操作，几名头戴安全帽的电力
作业工人将6块绝缘防护挡板紧固在一处
铁塔上的鸟巢下方。这是此前国网天津

宁河公司在对运维的438基高压输电铁塔
安装1314块防护挡板的基础上，“候鸟生命
线”天津站志愿者将“爱鸟护线”活动范围
延伸至新能源发电企业的一次最新行动。

宁河区七里海湿地拥有良好的自然
生态环境，每年春季都会吸引有着“空中
大熊猫”之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
白鹳来此筑巢，繁衍后代。部分东方白
鹳喜欢将“爱巢”筑在30米高的输电铁塔
架构上。
“鸟巢里的东方白鹳很可能将粪便

落到绝缘子上，造成线路跳闸。安装绝
缘防护挡板，既保证了电网运行安全，也
保护了东方白鹳的生活环境。”冯克超告

诉记者。
此次爱鸟护鸟行动是由国家电网“候鸟

生命线”天津站志愿者主动发起的，目的是帮
助在天津永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
大月河光伏电站20基高压输电铁塔上加装绝
缘防护挡板，实现护鸟、护线和新能源持续发
电的共赢。

当前，宁河区已有19座新能源场站投运，
织出一张张纵横交错的输电网络，候鸟在塔
上留居筑巢事件时有发生。对此，宁河区林
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密切关注和解
决鸟、线矛盾问题，一起促成‘爱鸟护线’队伍
有序壮大，为珍稀鸟类搭建更多‘安乐窝’，共
同守护生物多样性。”

为高压输电铁塔加装绝缘防护挡板“候鸟生命线”天津站志愿者——

守护“空中大熊猫”的“安乐窝”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静海疫情防
控指挥部获悉，静海区一女子曾到过
高风险地区却没有履行报备义务，并
且在流调时刻意隐瞒行程，已被公安
部门受案调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昨
日再次郑重提示：去过中高风险地区
一定要报备！

每个公民都有义务配合流调，决不
能心存侥幸、故意隐瞒。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若因报备不
及时、故意隐瞒涉疫重点场所旅居史，

造成疫情传播，导致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
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
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配合做好公共场
所测温、验码，做到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
为不放松。

符合接种条件的市民，应积极主动
到辖区接种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降低
自身感染和发病风险，共同筑牢人群免
疫屏障。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获悉，部分重点涉疫场所疫情呈
现明显聚集性，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
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昨日重申，请
具有重点场所暴露史（见右表）的人员，
立即主动向居住地村（居）委员会报备，
并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如果具有右表中提到的重点场所
暴露史，您和同住人员应进行 3天居
家隔离，并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如接到
疾控人员调查电话或接收到风险提示
短信，则按照相应判定人员类型纳入
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若因报备不及时、故意隐瞒涉疫重点

场所旅居史，造成疫情传播，导致严重后
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马晓冬）昨日，2022京津冀服务贸易和
服务外包协同发展论坛举行集中签约仪式，来自北京市、天津
市、河北省的多家企业、机构就数字技术、人才培养等项目达成
合作协议。

论坛上，天津市商务局与蓝色光标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借助天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契机和蓝色光标在国际数字传播
领域的技术、资源及渠道优势，丰富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应用场
景，助力天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双中心”城市建设。与此同
时，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与亚马逊通技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就
智能制造数字化赋能中心项目达成合作，中新天津生态城管委
会与东南亚跨境人才服务中心现场签约。

作为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天津经开区聚焦服务外包、数
字贸易、跨境金融三个主攻方向，近年来与众多国内外业界领军
企业对接洽谈合作项目。“今天集中签约的亚马逊项目，最能体
现天津经开区实业立区的发展特色以及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实
体经济发展能级水平的鲜明导向。”天津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周
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签约后，亚马逊将发挥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技术优势，助力天津经开区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实现智能
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依托丰富的渠道资源为经开区嫁接
引流，打造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

此外，磁石云（天津）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传媒大学动
画和数字艺术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与北京中软国际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学院与北京中软
国际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分别签署了合作协议。北京科技
大学天津学院院长丁煦生表示，京津冀信息产业发展十分迅猛，
学校将与企业加强合作，共建数字智能产业学院—人工智能华
为云人才培养中心，更好地服务产业升级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京津冀服贸领域合作再添新成果

一批重点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到今天12时，为期4个月的渤海伏季
休渔期全面结束，滨海新区200多条渔船将下海捕捞，中国对虾、
三疣梭子蟹等渤海湾海鲜很快就能摆上市民餐桌。

今年伏季休渔期间，我市渔业管理部门先后向渤海湾人工
增殖放流水产苗种10多亿尾（粒），品种有中国对虾、三疣梭子
蟹、梭鱼、半滑舌鳎、褐牙鲆、松江鲈鱼、海蜇、黄姑鱼、花鲈等。
目前，滨海新区有5个渔港（大神堂、蔡家堡、北塘、东沽、中心渔
港），市民可到渔港附近购买捕捞上来的新鲜优质海鲜。

渤海伏季休渔期结束 今起开始捕捞

新鲜优质海鲜将摆上市民餐桌

本报讯（记者 张清）从市司法局获悉，9月1日，《天津市公职
律师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正式实施。
《实施办法》共七章四十七条，规范细化了公职律师任职条

件与程序、权利与职责、作用与保障机制、年度考核工作以及监
督与管理等，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职律师队伍建设，规范公职律
师管理，更好发挥公职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市中的作用提供了有
力制度保障。截至目前，全市公职律师队伍达1445人。仅今年
上半年，全市公职律师参与完成各类法律事务共计40512件，发
挥了公职律师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公职律师管理办法今起实施

截至目前我市有公职律师1445人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航空了解到，9月5日0
时（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班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再次下调。调
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60元燃
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120元，相较调整
前均降低了20元。这是今年国内航班燃油附加费第二次下调。

天津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燃油附加费降低对整个行
业都是利好消息，不仅意味着航空公司燃油成本将有所下降，旅
客出行成本也将直接降低。以天津至广州航线为例，天津滨海
国际机场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飞行距离在1900公里左右，旅
客购买机票时每张成本将比上月至少下降20元。

9月5日起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

本报讯（记者 曲晴）今年5月底，国家和我市相继印发扎实
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明确要求“取消符合国五排放标准
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迁入限制”。“为推动政策尽快落地，我们会同
相关市级部门研究制定落实举措，打通车辆转入流程。”近日，市
生态环境局机动车污染防治处副处长俞皓介绍。

6月21日，我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取消国五排放标准小型非
营运二手车迁入限制，不仅细化了政策适用范围，而且开通了便
捷办理途径。将小型非营运二手车明确为已登记的小微型非营
运载客汽车，畅通“线上为主、线下为辅”双通道，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机动车排放标准确认网上办理系统”升级工作。新增和更
新车辆数据2.4万条，优化完善办理程序，同步增设必要的线下
办理途径，在市政务服务办和各区设置18个现场办理网点，解决
特殊车辆排放标准确认事宜。通过线上线下确认的车辆排放标
准信息实时推送至公安交管部门。目前，全市已办理机动车国
五排放标准确认单3.1万个。

我市服务小型非营运二手车迁入

办理国五排放标准确认单3.1万个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获悉，2022年下半年天津市全国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网上报名时间为：9
月2日至4日16时；网上审核截止时间为：9
月5日16时；网上缴费截止时间为：9月8日
24时。笔试考试日期为：10月29日。

报名期间，考生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网，在规定日期内完成网上注册、个人
信息填报、考试报名等事项，资格审核通过
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缴费。报名成
功的考生可于10月25日至29日登录报名网
站下载并打印准考证。12月9日起，考生可
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查询笔试成
绩。笔试成绩全部合格且在有效期内的考
生，须按规定办理面试报名信息确认手续。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
姓问政》关注路灯长时间不亮、电动车进楼
等问题，邀请武清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分析
问题成因、介绍解决方案、回应群众关切。

武清区福开路是通往汊沽港镇港福新
苑和港韵新苑的重要通道，两个小区有
4000多户居民。自2019年年底入住，路灯
大部分时间不亮，存在安全隐患。2020年
年底，这段道路由京津科技谷产业园移交
到汊沽港镇，但工作人员对路灯由谁养护
的责权问题模糊不清，甚至存在推诿情况。

武清区东蒲洼街熙和园因为没有非机
动车棚，缺乏有效管理，小区30多栋楼的一
楼大厅几乎摆满了电动车和自行车，部分
居民还将电动车推上楼，存在安全隐患。
对于补建充电车棚该由谁牵头，社区、街道
工作人员存在推诿情况。工作遇到阻力
后，一些社区工作者存在畏难情绪。

本期节目录制现场，武清区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给出承诺，表示立整立改隐患
问题。武清区副区长刘松林表示，武清区
面对群众的急事、难事，要明确时间表、路
线图和责任人，形成合力，务求实效。

中小学教师资格

笔试考试明起报名

《百姓问政》聚焦百姓“急难愁盼”

隐患问题立整立改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重申

具有相关重点场所暴露史人员

立即主动向居住地村（居）委员会报备

隐瞒高风险地区行程

静海区一女子被公安部门受案调查

连日来，结合天津市2022

年“津乐购”汽车消费补贴活

动，天津港保税区拿出300万

元配套开展购车补贴抽奖活

动，购车人最高可获得10万元

现金大奖。这一活动激发了

消费者的购车热情，吸引不少

市民前来选购。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藤秋月 摄

购车补贴升级

激发消费热情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滨海新区总
工会启动2022年度金秋助学活动，为20名
困难职工的25名子女发放助学金4.43万
元，为2名职工子女发放奖学金6500元。

今年，助学金发放金额从每人500元到
6000元不等。滨海新区总工会还设立“品
学兼优”“积极进取”等奖学金，对困难职工
家庭在学子女获得相关荣誉的，每学年给
予一次性“品学兼优”奖学金；对困难职工
家庭在学子女被国内高等院校录取为硕士
研究生的给予一次性“积极进取”奖学金。

滨海新区启动

金秋助学活动

中国福利彩票

09 2603 160128 08+22

第2022100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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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等奖

1注
1注

176注
375注
5023注
7036注
54257注

1964242元
150901元
1714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442464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33期3D开奖公告

9 7 3
天津投注总额：75364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91注
63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