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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生活困难表彰奖励获得者每年3至4月可申请帮扶

暖心政策出台 医疗救助最高10万元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21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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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800661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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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注
102注
789注

50976注
1106522注
7963048注

8069743元
300955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769892531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82期3D开奖公告

5 7 8
天津投注总额：82077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45注
1382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疫情快报

10月22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54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市城市管理委与市规划资源局等
部门及有关区政府，编制了《天津市“植物园链”专项规划（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专项规划》”），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专项规划》明确总体布局，天津“植物园链”是由11个分

园组成的植物园体系，每个分园将体现不同的植物分类主题，
外环绿道和蓝道将11个分园串联起来，形成“植物园链”。“一
环十一园”既是植物园链，又是城市公园链，11个分园均采取
植物主题和城市服务的双主题，是介于植物园与城市公园之
间的复合场景。其中，11个分园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外环线
绿化带设计范围约34平方公里。
对标北京、上海等地植物园，天津“植物园链”规划远景拟

收集各类植物10000余种，成为国内独具特色的植物园。在植
物配置规划方面，包括基调树种、骨干树种、一般树种。基调
树种指各类园林绿地普遍使用、数量最大、能形成统一基调的
树种。基调树种的选择应考虑常绿和落叶树种的比例，在作
为行道树使用时，应满足不同道路的树种选择特点。骨干树
种指各类园林绿地重点使用、数量较大、能形成绿化特色的树
种。骨干树种选择对天津风土及立地条件适应性强、抗逆性
强、病虫害少，易于大苗移栽成活，栽培管理简便的树种。一
般树种作为绿化树种的补充，丰富树种的多样性。能在天津
生长的乔、灌、草，并有一定观赏价值和特定用途的树种，主要
以乡土树种为主，规划一般树种共计330余种。

万余种植物串起“植物园链”

津城打造“一环十一园”专项规划征求意见

生态城全域绿道贯通工程启动

串联10余个公园 打造“花园城市”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中新天津生态城获悉，作
为生态城“花园城市”建设的重点项目，全域绿道贯通及优化
提升工程启动。

绿道环线犹如生态城的一条碧绿“项链”，将生态城的街
角公园、绿地空间、人行步道、廊桥栈道等有机连通起来，成为
环绕全城的绿色生态景观廊道。生态城绿道贯通及优化提升
工程以绿道为线、7段主体风貌为点，串联起10余个特色公
园，满足居民骑行及散步需求，让绿色生活从脚下“走起”。
该工程主要打通永定洲公园——蓟运河沿岸——故道河

公园——中新友好公园——甘露溪公园——遗鸥公园之间的
6大“堵点”，用“一条路”串起一片“绿”。其中，在蓟运河沿岸
观光区与永定洲公园贯通点位，原有的绿植区域将被改造成
通行道路，提升绿道空间。居民沿河赏游不用绕道，就可直达
蓟运河沿岸，尽享美丽的自然风光。白鹭洲公园和故道河公
园相连接后，此前的空地会“变身”为通行道路，公园连片成
线、串珠成链，骑行者和居民可在绿道上实现“通行自由”。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蓟州区发挥下营镇当地山楂
种植面积大、品质好的优势，利用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项
目和农业产业强镇项目，争取中央补助资金6000万元，打造
山楂特色小镇。
下营镇林果资源丰富，其中，山楂种植因面积大、品质好，

成为当地果农增收致富的产业。据了解，下营镇将实施山楂
果品冻干生产、山楂基地新品种引进、山楂标准化示范基地建
设等，全面推进山楂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标准化生
产、精深加工等，促进山楂全产业链发展。同时，发挥当地旅
游优势，把山楂加工成游客喜欢的食品。

蓟州区争取中央补助资金6000万元

打造下营镇山楂特色小镇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
10月22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54例本土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4例（均为轻
型），无症状感染者50例。

本报讯（记者 韩雯）近日，从市民政局
获悉，根据最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
天津市生活困难表彰奖励获得者帮扶有
关工作的意见》，我市对生活困难表彰奖
励获得者帮扶政策进一步完善，例如，帮
扶内容有补发养老金、救助医疗费，还有
发放特殊困难补助金。从明年开始，每年
3月1日至4月30日，为困难表彰奖励获得
者帮扶申请时间。
符合帮扶条件的生活困难表彰奖励获

得者将获得帮扶内容有：按国家规定办理
离退休手续但基本养老金低于上年度我市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或者
达到城乡居民养老金领取年龄但本人没有
养老金、月收入低于上年度我市企业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由户籍所在
区民政部门按照上年度我市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补齐差额。

对于患重大疾病，经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等报销、城乡医疗救助和劳模
医疗补助等报销后，个人医疗费用自付
部分超过1万元且生活困难的，由户籍所
在区民政部门按照1万元以上部分80%的
比例发放救助补贴，补贴金额最高不超
过10万元。

对于因自然灾害、家庭成员突发重大
疾病、子女非义务教育阶段就学（在职教育
除外）以及遭遇其他特殊困难，导致暂时出
现生活困难的，由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按照临时救助政策及时给予

救助，视情形发放一次性临时救助金。
对于符合低保、低保边缘户家庭（原低收

入家庭）救助和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帮
扶对象，由户籍所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初审，区民政部门核定，发放特殊困难补
助金，原则上每人每年不超过3万元。特殊困
难补助金不计入家庭收入。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入生活困难
帮扶对象：家庭自有住房人均面积达到全市
人均住房面积2倍以上的（2021年人均31平方
米），单套自住房除外；本人及其配偶名下注
册有企业的；安排共同生活的子女自费出国
（境）留学的；本人及其配偶名下拥有排气量
1.8升（含）以上或价格18万元（含）以上的机
动车（以购买时价格计算），或者拥有2辆（含）

以上机动车的；年度内本人、配偶或者共同生
活的子女自费出国（境）旅游、出国留学的；经
证实不属于生活困难的其他情形。
市民政局救助处负责人表示，符合帮扶

条件的表彰奖励获得者可由本人或委托他
人向同级工会组织提出申请，首次申请的，
需到本人户籍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
府）社会救助窗口签署家庭财产核定授权
书，进行家庭财产核查。对于受理窗口，要
求实行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
制度，认真做好生活困难表彰奖励获得者相
关信息的核查和帮扶工作。各部门之间加
强配合协调，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表彰奖励获
得者纳入帮扶范围，全力保障好他们的基本
生活。

昨日是霜降节气，津城随处可见美丽的秋景，

被秋色渲染的街头别有一番韵味。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秋意

滨海新区启动重点培育上市企业资源库入库征集

入库企业最高可获500万元资金支持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近日获悉，滨
海新区印发《关于做好滨海新区2022年四
季度重点培育上市企业资源库入库及支持
企业上市专项资金申请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从全区优质中小企业中遴选一
批主营业务突出、核心竞争力较强、具有发
展前景的企业入库，叠加产业、金融和科技
等政策，重点培育上市企业后备梯队。入
库后，企业最高可获滨海新区层面500万元
专项资金支持。

依据《通知》要求，入库企业应注册
在滨海新区，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
满3年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
公司，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上市意愿明
确，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
具有培育上市所需的独立持续经营能
力、较强市场竞争力、规范治理能力和一
定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企业财务指标
需满足最近1年扣非净利润不低于2000
万元，或最近2年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2

亿元；满足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属性
定位的企业，可适当降低标准。国家级
“专精特新”企业、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
业，或已改制为股份公司的企业，有私募
股权基金投资、符合券商立项标准的企
业，同等条件下优先入库。
有入库意愿的企业向所在开发区或街

镇企业上市工作部门提交相关佐证材料，
开发区或街镇企业上市工作部门初审后出
具推荐意见，专家对申请入库的企业进行
复审并出具入库意见，滨海新区上市办参
考专家意见最终确定重点培育上市企业资
源库入库企业名单。
滨海新区将组织入库企业进行常态化

路演，拓宽资本与项目对接渠道，并且不定
期组织入库企业高管参加“走进交易所”等
资本市场培训。此外，在产业政策扶持、上
市合规问题解决方面，同等条件下对入库
企业给予支持，助力其申报政府重点项目、
参与政府采购。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刘平

通讯员 王艺皓

“这项改革太好了！简单方便，一次
性就把孩子的证件办齐了。”怀抱刚出生
宝宝的市民曹先生激动地说。这是我市
政务服务开展“一件事一站办”实践探索
的“幸福”缩影。

为持续推动系列“一件事”数字化政
务服务，市委网信办、市政务服务办、市
大数据管理中心等部门于日前在“津心
办”App上线试运行9项“一件事一站办”
场景，将跨部门业务以主题为牵引再造
线上流程，用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让
市民获得更多智慧便捷、省时省力的办
事体验。

一次申报集成网办

新生儿出生手续办理超迅速

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上线的“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以天津市统一身份认证、人脸检测核
验、电子签名、电子证照库、人口库、短信平
台等大数据服务作为基础支撑，对接全市
多个部门的多项信息化系统，一站式减省、
一次性告知新生儿父母需提供的信息、材
料和办理的环节。

如今，新生儿家长实名登录“津心办”
App，在首页下方找到“办事大厅”页面，下
滑进入“政务服务一件事”区域，点击“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模块即可开始办理。只需
填好申报信息，经过刷脸认证、填报新生儿
姓名、确认落户地址、参保区域选择等流
程，数据就会直接在后台通过各部门审批
流转，办结后自动生成电子证照推送至下
一部门，实现出生医学证明、预防接种、户
口落户登记、医保参保等相关事项全程线
上联动办理。

按照“试点应用+分步实施”方式，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已在滨海新区塘沽
妇产医院和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试点。
凡在以上两家医院出生的新生儿，父母中
至少一方为滨海新区户籍，且新生儿随新
区户籍一方落户、新生儿医保参保地为滨
海新区的，在确定姓名（不含生僻字）后，
新生儿父母仅需在网上一次性提交相关
信息，涉及“新生儿出生”的预防接种证发
放、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新生儿落户登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4个事项即可一次性
完成办理。改革前，新生儿父母需要跑3
个窗口、交6份材料、办4个事项，用时2
至3天，改革后，仅需网上提交2份材料，1
天内即可办结。

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变

“城市大脑”场景式便捷体验

市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同期试运行的“一件
事”服务，还包括公民身后事一件事、扶残
助残一件事、企业退休一件事、公民婚育一
件事、灵活就业一件事、退役军人一件事、
特殊人群参加中考优待一件事、特殊人群
参加高考优待一件事等其他8项数字化政
务服务，每项“一件事”服务都由数据打开
通路，根据市民需求，提供全流程一站式事
项办理新体验。

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加快推进数字
政府建设，立足市民需求，不断挖掘天津
“城市大脑”各类不同应用场景。“一件事”
服务场景充分发挥业务改革和信息化驱动
合力作用，为数据跨部门、跨层级流转、材
料共享、信息核验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有力
支撑。未来一年，我市还将陆续实现20余
项“一件事”业务办理，智能整合主题“一件
事”全过程涉及的情形、表单、数据、申请材
料等，进一步发挥大数据、信息化力量，让
天津“城市大脑”转得更快，市民办事跑得
更少、办得更顺。

“津心办”上线9项“一件事一站办”场景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一次办齐证件

本报讯（记者 姜凝）教育部近日公布首
批重点领域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共有
33个虚拟教研室获批试点建设。其中，由天
津大学智能与计算学部王鑫教授作为带头人
的“知识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室”获批人工智
能领域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该虚拟教研室
由天津大学牵头，联合22所高校和2家公司
进行申报，旨在推动人工智能领域知识工程
课程群教学资源建设、共享与应用。

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
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以加强高校基层教
学组织建设，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

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教学
资源建设项目是加强国家急需学科专业建
设、深入实施战略型紧缺人才培养教学资源
储备计划的重要举措。
此次获批的“知识工程课程群虚拟教研

室”将充分发挥虚拟教研室在创新教研形
态、加强教学研究等方面的作用，按照重点
领域教学资源建设项目工作计划，着力做好
知识工程课程群的知识图谱迭代与更新、优
质教学资源建设、教学资源应用与示范课程
建设、教师培训与交流等工作，以提高人工
智能领域人才培养质量。

教育部重点领域虚拟教研室建设

天大入选首批试点名单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随着LNG储
罐穹顶缓缓上升，北京燃气天津南港液化天
然气应急储备项目3期工程第2座储罐成功
升顶。这是该项目顺利升顶的第8座薄膜储
罐，也是项目最后一个完成升顶的储罐，标志
着该项目10座储罐全部完成升顶，全面进入
内罐施工阶段。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
建成投产后，将具备12亿立方米天然气储气
量，通过互联互通、资源调配，将可有效缓解
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需紧张局面，提升区域
内天然气稳定供应能力。”

北京燃气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应急储备项目

10座储罐全部实现升顶

图片由北京燃气天津南港液化天然气应

急储备项目部提供

本报讯（记者 曲晴 摄影 吴迪）日前，金钢公园提升改造
后重新亮相。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公园正式“打开”围栏，以全
新的姿态融入海河沿线公共空间，重塑街道风景，改善市民的
游园体验。

遵循“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原则，金钢公园进
行了拆栏透绿及品质提升工程。拆栏透绿并不是简单地将公园
围栏拆掉，而是“还绿于民、还园于民”，弥合公园与城市的界限。

提升改造后，金钢公园打破园区、街区之间的藩篱，释放
出更多公共空间，实现城园共融。沿李公祠大街增设了2个进
出公园的小型出入口，提高了绿地的可达性，弱化了公园与街
道的界限。同时，增设植被，重塑街道风景，将现状水池改造
为新的栽植区，营造高低格局、错落层次，并与假山进行衔接
和融合，形成山石与花卉“刚柔并济”的特点。在李公祠大街
沿线栽植草坪，借助疏林打开空间，形成舒朗通透、简洁大气
的沿街景观风貌。结合场地功能和地形特点，梳理杂乱植被，
保留高大乔木，活化林下空间，打开视线，让市民充分享用绿
地，给城市注入新的活力。

金钢公园拆栏透绿

打破园区街区藩篱 美景融入海河沿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