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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11月2日0时至24时

新增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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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0时
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11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其中，1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轻型），10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韩雯）推进社区养老服
务，是今年20项民心工程的重要内容，如何
将多元化养老服务送到社区老人身边？
发展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嵌
入式机构”）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昨
日，从市民政局获悉，我市出台《关于深化
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发展“建管扶用”23条
措施》，加快推进养老服务综合体在津城
遍地开花。此次出台的23条措施适用于街
道（乡镇）区域型嵌入式机构。

23条措施主要包括：在推进建设方面，
对需要新建嵌入式机构的，各区在编制土
地供应计划时，对养老用地进行合理安
排，应保尽保。非营利性嵌入式机构可按
照划拨方式供地，单独供应的营利性嵌入
式机构，应以租赁、先租后让、出让等有偿
方式供应。新建居住区与配套养老服务
设施要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
步交付。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统筹推
进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通过补建、购
置、置换、租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宜补
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板。支持街道（乡
镇）将政府和事业单位的空置房屋等存量
资源无偿或低偿交由社会力量建设和运
营嵌入式机构。

在扶持方面，要给予一次性建设补贴
支持。由社会力量新建、闲置资源改建、
小区配套配建的区域型嵌入式机构，经备
案的，按照独体模式的整体或组团模式的
主体部分建筑面积给予50万元至80万元梯

度建设补贴，即：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含）
以上的，每个补贴80万元；面积在750至
1000平方米之间的，每个补贴65万元；面积
在500至750平方米（含）之间的，每个补贴
50万元。由养老机构转型的区域型嵌入式
机构，给予差异转型补贴，即：由养老机构
全部转型为区域型嵌入式机构的，给予10
万元装修补贴；由养老机构拿出部分面积
转型的，不予补贴。由照料中心转型的区
域型嵌入式机构，扩建面积超过200平方米
以上并经备案的，按照扩建面积每百平方
米10万元给予差异转型补贴，即：扩建后总
面积750平方米（含）以下的，补贴最高不超
过20万元；扩建后总面积在750至1000平方
米之间的，补贴最高不超过35万元；扩建后
总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含）以上的，补贴
最高不超过50万元。因各种原因调整点位

或更换建设主体的，根据实际情况给予补
贴，但每个街道（乡镇）建设补贴累计不超
过80万元。新增区域型嵌入式机构建成
后，经评估合格的，拨付50%建设补贴；运
营1年后，经运营评估合格的，拨付剩余
50%建设补贴。

据了解，在扶持方面，还将开展运营
补贴支持。经备案并建设评估合格的区
域型嵌入式机构，自评估合格后下月起享
受照料中心社会化运营补贴，“入托”床位
比照现行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标准享受床
位运营补贴。其中，社会化运营补贴采取
“分档补贴”方式，以区为单位总体平衡，
评估为“优秀”等级的占区评估合格总数
的30%，补贴为12万元；评估为“良好”等级
的占区评估合格总数的40%，补贴为9万
元；评估为“一般”等级的占区评估合格总

数的30%，补贴为6万元；评估为“不合格”等
级的，不予补贴。三年（36个月）后，社会化运
营补贴和床位运营补贴择一享受。养老机构
（照料中心）转型的嵌入式机构不重复享受补
贴。在保费补贴支持方面，将嵌入式机构床
位纳入我市养老机构床位综合责任险范围。
参照养老机构床位标准给予保费补贴，每张
托老床位、家庭养老床位和日间照料床位保
费比例分别按100%、100%和70%计算。在公
共服务支持方面，嵌入式机构用电、用水、用
气、用热，按照居民生活价格执行，符合规定
条件的，可享受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房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等方面税费优惠政策。

在长效使用方面，鼓励连锁运营、放开机
构主体、支持多点执业，此外，通过与周边医
疗机构开展签约服务、内设医务室、纳入我市
长期护理保险定点护理机构范围等方式，推
动嵌入式机构建设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
务体系。

读报帮助

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是指充分依托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等资源建设，主要为社区内

和周边有需要的老年人提供全日托养、日间

照料、上门服务、区域协调指导等综合性养

老服务，具备独立法人资质或由具有法人资

质的专业团队连锁运营的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机构。

我市出台“建管扶用”23条措施 发展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

使用电水气热 按居民生活价执行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45号通告。当前，疫情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疫情输入我市及扩散风险依然存在，因津外输入引
发本土疫情传播仍未完全阻断。为全面做好我市疫情传播风险
排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11月5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11月5日8时起，开展全域人员核酸检测。凡居住在我市的广
大群众，采样前要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
挥部统一部署和街道（镇）、社区（村）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
进行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高中低风险区域和静态管
理区域的居民，以及隔离管控人员要严格服从属地街道管理。其
他区域居民采样后持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和72小时核酸阴性
证明（均可在天津数字防疫App上查询）可安排必要出行。

凡是从津外来返津人员和我市有疫情地区旅居史的人员要
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并第一时间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凡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核酸检测的应检未检人员，健康
码调整为“橙码”，待完成核酸补测后转为“绿码”。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明日8时起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 非营利性嵌入式机构可按照划拨方式供地，单独供应的营

利性嵌入式机构，应以租赁、先租后让、出让等有偿方式供应。

■ 由社会力量新建、闲置资源改建、小区配套配建的区域型嵌

入式机构，经备案的，按独体模式的整体或组团模式的主体部分建

筑面积给予50万元至80万元梯度建设补贴。

■ 符合规定条件的嵌入式机构，可享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

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等税费优惠政策。

本报上海专电（记者 马晓冬 袁诚）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今日在上海举行。记者从天津
市交易团了解到，截至目前，天津相关展区均已完成布展工作。

据悉，在进博会“中国这十年——对外开放成就展”综合展
示区中，天津展区面积共288平方米，利用展板、电子屏以及天津
港沙盘、空客A350、丰田新能源车、自行车、乐器、水下深潜器等
相关模型和实物，重点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天津对外开放的发
展历程，宣传我市“双中心”城市建设成果。

随着一辆辆经典车被移动至展台，市商务局、东疆综合保税
区组织企业设立的经典车展区已准备就绪。该展区面积216平方
米，重点展示我市经典车产业发展及汽车大流通城市建设情况。
天津的人文交流活动也结束了布展工作，介绍意式风情区洋楼资
源、人文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宣传内容已张贴好，展区内还摆放了我
市重点老字号产品、河北区特色外贸产品等，静待四方宾客。

本届进博会共吸引了280余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参加企
业展，数量超过上届，“回头率”近90%。六大展区将展出数百项
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既有聚焦美好生活的消费品和农产品，
也不乏蕴含全球领先科技的高精尖医疗器械和技术装备。展台
特装比例达到96.1%，高于上届水平。

第五届进博会今日在上海开幕

我市相关展区布展完毕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袁诚）第五届进博会今日拉开帷幕。
记者昨日获悉，商务部等8部门决定在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
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名列其中。这是继
2012年东疆保税港区（现东疆综合保税区）入选之后，我市的第
二个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主要聚焦
贸易促进和贸易创新两大功能定位，在凝聚区域政企资源扩大进
口规模、带动当地优势产业提质增效、推动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创新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此次入选的天津经济技术
开发区外贸进出口整体水平较高，聚集了众多高能级贸易主体。

全国增设29个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名列其中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今天11时30
分，首期家居建材类“津乐购”消费券将通过银联云闪付App发放。

家居建材类“津乐购”消费券包括满2000元减200元、满3000
元减300元、满5000元减500元、满10000元减1000元、满20000元减
2000元共5种类型，总金额2000万元。用户在云闪付App实名注册
登录后，点击“城市服务”进入“津乐购”消费券专区参与抢券（每
张消费券需支付0.1元，如到期未使用，0.1元自动原路退回）。本
次活动可使用消费券的商场共11家，参与品类包括床垫、电器、全
屋定制等12大板块，参与品牌商户超过500家。消费者持消费券
到店刷卡支付即可核销。各家居卖场抢抓“双11”促销旺季开展
系列活动，与消费券形成叠加效应，为消费者打造家居购物盛会。

首期家居建材类“津乐购”消费券今日开抢

为消费者打造家居购物盛会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天下午，第二届中国（天津）二手车出
口海外展销会（迪拜、埃及）在滨海新区开幕，阿联酋迪拜汽车保
税区、埃及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通过视频连线同步启动。

自2019年我市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以来，滨海新区作
为二手车出口试点政策承接地，成为全国首个二手商用车出口
地区。目前，共有10家二手车出口资质企业，二手车出口车辆达
2982台，出口金额近7004.8万美元。滨海新区正积极打造面向
三北、辐射全国的北方二手车出口高地。

本届展销会为期一个月，有10余家二手车出口企业参展，除
了天津企业，也吸引了北京、上海、四川、山西、山东等地的企业，
总参展车辆超过100台。同时，展销会帮助天津试点及参展企业
开发对接海外意向采购企业，构建“国内供车—海外展销—售后
服务—稳定盈利—扩大出口”的格局。

第二届中国（天津）二手车出口海外展销会开幕

助力参展企业开发海外业务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昨日天
津海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实施一年来，
该关从信用培育、规范管理、措施落地、信
用修复等多角度多层级发力，实现了AEO
（经认证的经营者）高级认证企业质量和数
量“双提升”。截至10月底，天津海关高级
认证企业已达321家，再创历史新高。

天津海关副关长刘辉介绍，该关将专
精特新、先进制造业、贸易新业态等相关领
域企业纳入重点培育企业库，组建了AEO
孵化室，提升信用培育质量。同时，为企业
量身定制培育方案，引导企业提升自主管
理意识和自我规范能力。《办法》实施以来，
天津海关对690家进出口企业开展信用培
育，成功推动51家企业加入高级认证企业
行列，占目前关区总数的15.89%。

高级认证企业可以享受哪些便利措
施？据了解，天津海关设立了高级认证企业
优先办理窗口，相关企业可在各业务现场
获得优先办理、海关协调员专人对接等服
务。今年1至9月，参与集团保税监管模式
的高级认证企业在办理全工序外发加工等
业务时，累计免除担保超5000万元。此外，
海关部门还通过减少稽查、核查频次，优先
送检、优先通关等具体措施降低企业成本。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日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2022年天津市成人高考将
于11月5日至6日进行，考生进入考点、考
场，需要查验参加考试所需证件、材料并
测温。根据教育部规定，成人高校艺术类
和体育类招生须对考生进行专业加试，报
考艺术、体育类学校（专业）的考生须主动
联系招生学校，具体加试日期、加试科目
及加试地点由招生学校确定。凡未进行
专业加试或加试成绩不合格的考生不予
录取为艺术、体育类专业。考试成绩预计
在11月底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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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截至2022年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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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7件，其中：滨海新区
2681件，和平区430件，河东区848件，河西区
836件，南开区962件，河北区662件，红桥区
349件，东丽区750件，西青区890件，津南区
944件，北辰区1054件，武清区878件，宝坻区
953件，宁河区642件，静海区981件，蓟州区
7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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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321家企业获高级认证

可享天津海关多项便利措施

成人高考本周六日进行

考试成绩预计11月底公布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实习生 赵亦

非）昨天，记者从市国资两委举行的“向群
众汇报——市国资系统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履职情况”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全市
国资系统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全市发展大
局中强化使命担当，坚定发展信心，积极
谋划实施一批利于主业做强的大项目好
项目。2022年，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计划投
资628亿元，承担的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
投资168亿元。

这些大项目好项目包括城投集团全
面启动并加快推进的1000公里再生水管
网断点连通工程，以及已经成功落地的
历史风貌建筑保护、长租公寓、大型片区

等多个城市更新项目；泰达控股启动泰
达科创城等一批大型项目规划建设，成
功参与唯捷创芯、鲲鹏信息等信创产业
项目投资；渤化集团启动建设“两化”搬
迁改造二期项目；天津食品集团整合冷
链物流资源，启动食品供应链提升工程，
以丰富供给渠道、弥补供给缺口，实现集
团全产业链转型升级。目前，天津食品
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已成立，供应链公
司一期项目一级库建设即将竣工，二期
项目二级库及加工车间已完成立项工
作，预计年底前开工建设，项目总占地面
积4.26公顷，全面建成落地后库容量约4
万吨，是集冷链物流、生产深加工、标准

化仓储、国际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性供
应链平台。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市国资
委全面落实国有企业房屋租金减免政策，
市、区两级国资委监管企业共减免租户近1.5
万户，减免租金超过13亿元，帮助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推动市管金融企
业围绕我市重点产业链的企业，开展个性
化、多元化金融产品创新，畅通金融服务“血
脉”，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搭建天津
“国企英才”招才引智线上公益平台，与2337
名高校毕业生签订就业意向书，年内预计拿
出4000余个国有企业岗位，专门吸纳接收应
届高校毕业生。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实习生 赵亦

非）日前，由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实施、我市首个利用企事业单位自有闲置
土地盘活的新建保障性租赁住房——爱
米斯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个位于河西
区解放南路西江道4号的项目占地17859
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35718平方米，新建

保障性租赁住房630套，预计可为1200余
名新市民新青年提供居住场所。

像爱米斯这样利用闲置土地建设的
保障性租赁住房，目前，市国资委正在
做前期启动的有10多处。昨天，在市国
资两委举行的“向群众汇报——市国资
系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情况”新闻

通气会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市国资委
推出产业引入、城市更新、保障性租赁住
房建设、养老地产等“十项举措”，积极推
进闲置房产土地盘活，建立鼓励企业盘活
资产资源的考核机制，截至目前，累计盘
活闲置土地房产190多亿元，得到国务院国
资委肯定。

市国资委监管企业今年计划投资628亿元

帮助近1.5万租户减免租金超13亿元

国资系统盘活闲置土地房产190多亿元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港
集团了解到，日前，天津港顺利完成国
内最大单体不锈钢塔器——埃克森美
孚惠州乙烯项目两台大型塔器的装船
任务，发往广东惠州，服务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发展。

据介绍，埃克森美孚惠州乙烯项目
是国家首批七大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
之一，也是美国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
个重大石化项目。本次启运的两台大
型塔器为该项目一期乙烯装置的两件
最大设备，由瀚洋重工装备制造（天津）
有限公司制造。其中，乙烯精馏塔直径6
米，全长90米；预脱甲烷塔最大壁厚达96
毫米，两台不锈钢塔器共使用1500余吨
不锈钢材料，在制造、检测技术难度、体
量吨位等方面均刷新国内最大单体不
锈钢塔器纪录。

两个“大家伙”

在天津港装船
为国内最大单体不锈钢塔器

日前，天津临港港务公司完成国内

最大单体不锈钢塔器——埃克森美孚惠

州乙烯项目两台大型塔器的装船任务。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李四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