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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10月17日0时至24时

新增8例本土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0月17日0
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8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发现，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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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嘉陵区、顺庆区、
高坪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东湖高新区、汉阳区、武昌区，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云冈区、新
荣区、云州区（含大同经开区），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湖南省邵
阳市邵阳县、邵东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后连续3日进行核酸“日检
测”（首次检测原则上“落地检”，最晚6小时内，单次采样间隔24
小时）。7日内具有重点疫情地区（除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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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
策执行。

调整具有上海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
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10月1日以来具有重点疫情地
区旅居史的人员，抵津后连续3日进行核酸“日检测”（首次检测
原则上“落地检”，最晚6小时内，单次采样间隔24小时）。7日
内具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家健康监测至
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3日，纳入管理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区
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中高
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红桥区实施
“教育兴区”发展举措，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做法和经验。据了解，今年红桥区通过
完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构建学生全面培
养体系、强化学校主阵地作用、打造塔式
骨干教师队伍等多项具体举措，不断推进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据介绍，红桥区着力引进优质资源，与
市教委签订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框架

协议，引进天津一中、耀华中学等市直属优
质教育资源，高起点兴办优质特色学校。大
力改善办学条件，积极推进耀华中学红桥学
校提升改造工程，加快实施邵公庄小学操场
扩建、大丰西配套幼儿园维修等项目。

同时，红桥区坚持德育铸魂，有效发挥6
所思政教育一体化联盟校和5个思政实践基
地育人功能，开展10余个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强化智育提质，开展常态化全覆盖进校
教学调研，提出课堂教学建议500余条，推出

优秀课例36节。加强体美劳育人，建立涵盖
11个项目、29个学校的训练基地。
“我们积极落实‘双减’要求，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压减率达到91.67%，落实校
内作业减负提质各项措施，开展丰富多彩
的课后服务，设置近600门各类课程，114
名集团名师参与走教，区内153位名师开
设‘杏坛云享’课堂，邀请河北工业大学15
位知名专家学者开设‘专家开讲了’课
程。同时，红桥区在全市率先完成非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分类管理。”红桥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

教育兴区，教师是关键。为此，红桥区选优
配强干部队伍，开展平职交流，持续开展“影子工
程”。加强人才培养培训，开展专家培训和精品
教研，成立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三名”宣讲
团，推进德育研究中心和心理辅导中心建设，深
化“集体教育”研究。加大教师管理力度，以5所
学校为试点，深化教师岗位聘任和绩效管理改
革，扎实做好教师区管校聘工作。

新闻发布厅 红桥区多措并举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在2022天津“品质生活节”期间，市
级财政安排1.5亿元资金发放“津乐购”消费券，参与活动的线上
线下商家总数超过9.2万家。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8月20日
至9月30日，活动累计核销财政资金1.37亿元，拉动消费41.21
亿元，撬动比达1:30，促消费成效显著。

在几类消费券中，汽车补贴激发了市场的购车热情。活动
期间，18691辆汽车成功享受补贴，每辆车平均销售价格为17.56
万元，平均享受补贴3203元，整体撬动比达1:55。中秋节当日
申请补贴人数达到3015人，创单日最高值。

与此同时，我市在线上、线下渠道发放了百货零售类和家电
类消费券。其中，百货零售消费券拉动消费1.94亿元，撬动比达
1:9；家电消费券拉动消费6.02亿元，撬动比1:12.3。从线上消费
看，智能手机最受消费者青睐，累计核销资金2815.1万元，占比
高达89%，拉动消费3.68亿元；热销的百货零售类商品包括食用
油、调味品、牛奶乳品、饮料、方便食品等。

此外，消费券还与餐饮、文旅、酒店住宿等领域结合，其中
餐饮文旅消费券累计拉动消费4045万元，撬动比达1:6.6。据
美团平台监测，活动还带动了外卖营业额及夜间堂食订单量
的增长。

“津乐购”带动消费超41亿元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谁说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日前，
我市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牛、猪、羊、蛋鸡等活体畜禽抵押融资
工作，打造政府、银行、担保、保险联动支
持畜禽养殖产业发展的金融支农模式，促
进天津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明确5个问题，盘活生物性资产

这份由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天津银保
监局、市农业农村委和市金融局印发的通
知，明确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主体
自愿、风险可控”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加
快形成活体畜禽抵押融资工作体系，努力
盘活规模畜禽养殖场生物性资产。

谁能获得融资支持？活体畜禽咋抵
押？贷款怎么用？期限有多长？利率高
不高？针对这5个问题，通知均作了明确
说明。

通知指出，在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平

台中备案的规模养殖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农业经营主体，
均在被支持之列。通知鼓励金融机构优
先支持我市重点推进的畜禽养殖项目。

纳入抵押范围的活体畜禽有牛（奶
牛、肉牛）、猪（育肥猪、能繁母猪、种猪）、
羊、蛋鸡等。活体畜禽抵押遵循平等、自
愿的原则，由借款人和金融机构协商确
定，抵押物应当所有权清晰、权属无争议，
养殖场所位于本市。

贷款主要用于借款人购买活体禽畜、
相关饲养支出，以及养殖场等畜牧业基础
设施建设、维修等生产经营的合法用途。

金融机构要根据畜禽生长情况、出栏
时间、风险状况等特点确定合理贷款期
限，以与借款人养殖的畜禽生产周期相匹
配。奶牛、种公猪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5
年，肉牛、育肥猪、羊、蛋鸡等活体畜禽贷
款期限为1至3年。鼓励金融机构采取循
环贷款模式，一次授信、随用随贷、余额控
制、循环使用。同时，鼓励金融机构积极
利用再贷款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借款人予

以支持，根据有关政策给予普惠型涉农贷
款不低于75个基点的内部资金转移定价
优惠，努力降低实际贷款利率，推动综合
融资成本实实在在下降。

健全融资体系，形成工作合力

为把好经念好，通知对融资环节和融
资体系等予以规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合理评估价值。活体畜禽抵押的价
值由金融机构与借款人协商确定。鼓励
金融机构通过保险价值进行评估，授信金
额一般按活体畜禽保险价值的 80%—
100%确定；支持金融机构参照活体畜禽市
场行情、期货市场价格进行价值评估，抵
押率在30%—60%确定。

落实统一登记。我市的活体畜禽抵
押登记由金融机构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健全流转机制。支持天津农村产权

交易所增加活体畜禽交易品种，配合金融机
构依法依规流转交易抵押的活体畜禽等生物
性资产。

开展动态监管。支持金融机构对设押活
体畜禽实施动态监管，利用人工智能、电子耳
标、电子围栏等先进技术，24小时监管抵押
生物资产，实时掌握生物资产生存状态，防控
信贷风险。

加强保险保障。符合投保标准的活体畜
禽养殖经营主体原则上需投保政策性农业保
险，在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支持结
合融资需求参与商业性补充保险。

此外，四部门还明确了职责分工。其
中，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沟通协调，实现活体
畜禽抵押贷款信息充分共享，同时负责畜禽
养殖场户的管理指导，推动畜牧业数据化转
型；天津银保监局负责落实普惠型涉农贷款
不良率容忍度差异化监管政策等；人民银行
天津分行优先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金融
机构发放的活体畜禽抵押贷款提供支农再
贷款额度支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工具结
构引导作用。

我市创新金融模式支持畜牧业发展

活体畜禽也能抵押融资了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摄影 通讯员 任志伟 本报记者 张磊

日前，我市首个“裸装”地铁车
站——地铁10号线友谊南路站完成装
修，将于下月开通运营。走进车站，简
约纯粹、内实外美的“裸装”工业风扑面
而来。

与以往地铁站天花全吊顶装修不
同，友谊南路站所有风、水、电等设备设
施首次采用“外露”方式整合敷设，成为
车站最大看点。
“裸装车站对管线的敷设要求更

高，管线需经过细致梳理整合，分类有
序摆放，利用综合支吊架及装修横担

实现裸露管线的精细化管理，简洁且富
有秩序美感。”地铁集团生产工程师杨
卓平介绍，设备管线经过有序梳理变成
空间中的装饰构件。根据不同专业功能
对管线进行了分类涂色，增加了管线线
槽的标识代码、金属标识牌等，彩色管线
既容易识别，又方便后期运营维护，同时
打破地下空间的沉闷感，做到装饰与功
用的巧妙结合。

此外，友谊南路站内的柱面采用仿清
水混凝土无机涂料，在原始混凝土结构面
做适当打磨和保护剂处理，呈现“精致”的
清水效果。墙面采用水泥纤维装饰板，既
与清水混凝土的空间格调保持一致，又满
足防潮、防渗水的功能需求。

地铁10号线友谊南路站“裸装”亮相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日前，落户东疆综保区的京东外贸综
合体首期跨境电商进口项目投入运营，日均单量达3万单，实现
了当月签约、当月开仓、当月达产。

该项目能在落户后一个月内就顺利投产运营，是因为东疆
的“法宝”——转变监管方式，坚持以服务为导向。企业项目需
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仓储改造、系统对接、货物入区、人员培训等
工作，东疆商务局就第一时间联合东疆海关和应急局、海天物流
园等单位组成专项工作组，解决货物入区、系统测试、防疫规划
等问题，同时优化各项监管手段，确保项目提前达产。

据了解，京东外贸综合体项目一期租用面积约1万平方米，
项目二期计划明年年初启动，届时总面积有望达到6.5万平方
米，成为拥有千万单级处理能力的北方分拨中心。东疆将与京
东继续推进二期项目，整合京东北方一般贸易进出口及供应链
金融、国际大品牌分拨中心、跨境海运进出口业务中心等业务体
系，探索开设中欧班列“电商专列”的可行性，发挥京东的龙头带
动作用，推动东疆电子商务主题园区实现更高层级发展。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77期3D开奖公告

0 0 8
天津投注总额：79954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105注
177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19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0218052726 15 04

全国投注总额：341495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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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注
309注
1455注
79692注

1409223注
8648633注

6494901元
72568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899873541元

京东外贸综合体在东疆开仓运营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爱拼会赢
22：00 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 刘家媳妇
20：30 模唱大师秀
天视3套（104）

19：00 勇者
22：00 特战英雄榜
天视4套（105）

15：30 健康直播间
21：00 钟点工们
天视5套（106）

18：55 体坛新视野
天视6套（107）

18：00 今日开庭
21：55 拾遗保护
少儿频道（108）

19：30 糖心家族
21：00 番茄生活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文艺频道

18：15 刘家媳妇（34、
35、36）

■由于连日劳累，三
朵又有了呕吐反应。她想
起医生说的话，预感到自
己的身体情况不妙。她来
到医院做复查，但恐慌和
绝望占据了她的心。她不
愿意看到复查结果，更不
想再拖累大海和家人，于
是她撕毁了病历本，离开
了医院。

都市频道

21：00钟点工们（12、13）

■丽云因为担心弟
弟，工作的时候总是颠三
倒四，被雇主投诉。大华
接到雇主刘小姐电话，请
求她出庭作证。修民买的
彩票中奖，可是彩票在开
奖前一天被大华撕了。

影视频道

19：00勇者（7、8、9、10）
■成功越狱的蒋延隆

在逃跑途中旧病复发，腹
部破裂鲜血外流，昏倒在
路上。他醒来后，发现自
己被大周和春贵带到医院
救治。此时，何处长奉上
峰命令，要带走蒋延隆，蒋
延隆无奈只得跟着何处长
回军法处接受处罚。

都市频道

22：30 健康直播间

■每年的10月20日
为“世界骨质疏松日”，栏
目组策划特别节目——
“骨质疏松非小事”，跟您
聊聊骨质疏松的话题。骨
质疏松又被称为“静悄悄
的骨病”，因为骨质疏松早
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很
多朋友都是在出现各种骨
骼问题后，才会发现它已
悄然而至了。

文艺频道

20：30 模唱大师秀
■本期栏目继续为

观众带来金牌票友争霸
赛，模唱的是张德福先生
所创立的评剧张派小生
艺术。张派小生艺术的
出现大大丰富了评剧小
生行当的唱腔和板式，为
评剧小生行当的发展作
出了贡献。评剧《花为
媒》《刘巧儿》《无双传》
等都是张派小生艺术的
经典之作。天津评剧院
优秀青年演员李宣捷，天
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
夏冬，以及天津海河传媒
中心的田翔、小侣组成本
期观察团。4位观察团成
员从唱腔、演唱方法、舞
台表现等多个方面进行
点评，让4位选手受益匪
浅。4位票友将通过两轮
的演唱比拼以及知识问
答环节决出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