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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扩大新车消费 活跃二手车市场 加快老旧车辆淘汰更新 缓解停车难

21部门推14项举措促汽车消费

疫情快报

11月13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81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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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2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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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60件，
其中：滨海新区2682件，和平区430件，河东区848件，河西
区837件，南开区963件，河北区663件，红桥区349件，东丽
区753件，西青区890件，津南区944件，北辰区1056件，武
清区878件，宝坻区953件，宁河区642件，静海区984件，蓟
州区7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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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手机充电专座

解乘客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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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科大研究生出征南极执行科考任务

近日，驻津央企中国一冶举办“珍

惜粮食 光盘行动”宣传月活动，倡导职

工按量取餐，食堂每月评选节粮标兵予

以奖励。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王建英 摄

讲文化故事 为文旅“带货”给天津“代言”
“天津常走走，抖音达人行”活动启动

磁共振兼容心脏起搏器

首“颗”成功植入心衰患者体内

10月份我市CPI环比下降0.2%

优良天数27天

10月份无重污染天

统一大市场 公平竞未来

首届中国竞争政策宣传周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1月
13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81例本土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6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75例为无症状感染者。其中，外省来津货车司机1例，
外省来返津人员15例。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2022中国（天
津）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在火热进行中，昨
日，市商务局等21部门发布了《关于天津
市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
的通知》，从稳定和扩大新车消费、加快活
跃二手车市场、加快老旧车辆淘汰更新、
推动汽车平行进口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汽
车使用环境、提升汽车金融服务等方面推
出14项具体举措，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提
质扩容。

鼓励新车消费

汽车流通是拉动经济增长、畅通产业循
环的重要环节。2021年，全市汽车类商品零
售额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1%。

为鼓励新车消费，我市将促进新能源汽
车跨区域自由流通，落实国家对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区出台
下乡支持政策，促进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
费使用。同时，按照适度超前原则，继续在

居民小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国省干线沿线以
及物流园、大型商业购物中心等地配建充电基
础设施，并优化居民个人报装流程。落实住
建部对新建小区充电设施的配建标准，100%
预留安装条件。对具备安装条件的既有居住
社区，结合老旧小区改造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
充电桩。

结合新能源汽车和部分乘用车车辆购
置税减免政策，做好政策配套，持续优化汽
车指标供给，适时适量调整指标额度。通过
市、区联动发放汽车消费券的方式，对消费
者购买新车给予一定补贴，并举办汽车展销
会、汽车文化节、汽车嘉年华等活动。

活跃二手车市场

在畅通二手车经销方面，落实国家相关
规定，允许登记注册住所和经营场所在二手
车交易市场以外的企业开展二手车销售业
务。我市已备案汽车销售企业申请办理小
型非营运二手车转移登记时，公安机关实行

单独签注管理，核发临时号牌；我市汽车销
售企业购入并用于销售的二手车不占用号
牌指标。对符合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小型
非营运二手车，取消迁入限制。

此外，我市相关部门将研究淘汰国三及
以下排放标准汽车的政策措施，引导高排放
车辆加快淘汰更新，并加快完善报废机动车
回收利用体系。

汽车平行进口是天津的优势产业，我市将
做好平行进口汽车强制性产品认证和信息公
开工作，允许企业对进口车型持续符合国六排
放标准作出承诺，在环保信息公开环节延续执
行对平行进口汽车车载诊断系统（OBD）试验
和数据信息的有关政策要求。推动在滨海新
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平行进口汽车标准
符合性整改业务，鼓励平行进口车集中销售地
区政府出台配套政策，扩大零售规模。

缓解停车供需矛盾

停车难问题影响了许多人的购车计

划。为此，我市将加快建设城市停车设施，构
建以“配建停车为主体、路外公共停车为辅
助、路内限时停车为补充”的停车设施供给结
构。充分利用桥下空间、闲置空地等资源建
设停车场。对于老旧小区、医院、学校等重点
区域，合理设置限时道路停车泊位。与此同
时，对中心城区重点区域、交通流量较大路段
等设施整体优化，对修路架桥、地铁施工等长
期占用主干道路的，通过退绿、分流等措施保
障车辆行驶和通行效率。

此外，我市还将从发展汽车文化旅游消
费、提升汽车金融服务等方面入手，满足汽车
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市商务局副局长李宏表示，此次推出
的措施突出了融入全国统一汽车大市场、
优化汽车使用环境、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促进汽车全链条全领域消费等特点，有
利于破除制约汽车流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巩固汽车消费回稳态势，促进汽车市场
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天津科技
大学获悉，该校海洋与环境学院2021级硕
士研究生张艺杰作为中国第39次南极科
学考察队队员，现正搭乘“雪龙”号极地科
考船出征南极执行科考任务。

据悉，这是我国第三次“双龙”探极，
考察队预计2023年4月上旬返回国内。本
次南极考察将围绕南大洋重点海域对全
球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等重大科学问
题，开展大气成分、水体环境、沉积环境、
生态系统等相关领域的调查研究工作，并
将在南极中山站、泰山站和昆仑站沿线进
行冰雪环境监测、天文观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

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
洋强国’。非常感谢天津科技大学海洋
与环境学院的培养，感谢我的导师赵亮
教授和合作导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
研究所何海伦副研究员的指导，我将利

用这次难得的机会积累极地科考经验，为
建设海洋强国积蓄力量。”联系上张艺杰
时，他激动地说。

据介绍，天津科技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
是京津冀地区最早设立海洋学科的学院，与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
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深化合作，联合培养研
究生。建院以来一直面向国家和天津市海
洋经济建设，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正
确的海洋观，身心健康、创新能力强的高素
质复合型人才。

张艺杰是天津科技大学海洋与环境学
院和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联合培养
的研究生。南极科考对身体素质、业务能
力、抗压能力、环境应变能力和团队合作意
识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在本校导师和合
作导师联合培养下，张艺杰掌握相关技能，
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能够与他人协同完成
工作任务，在队员遴选阶段表现优异，基本

具备南极科考外业调查能力，顺利成为预备
队员，后经组织协调进入一线队员参加本次
科考。张艺杰将同时开展海洋地球物理和海
洋水文环境调查，调查重点区域为西南极阿
蒙森海和罗斯海。他
将负责运行地质调查
声学设备，并参与海
洋水文锚系潜标布放
任务。其工作将收集
阿蒙森海地球物理和
水文环境调查数据，
为我国科学家了解南
极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天津不缺景区，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给了牛顿灵感的苹果树
现在就在天津，天津教案，租界风云……这
些都是有关天津的记忆。作为旅游博主，
我们的作用就是讲好这些文化故事，让人
住下来，走一走，把天津的景点打造成文化
风景遗产和网红打卡地。”昨日，由市文化
和旅游局主办的“天津常走走，抖音达人
行”活动在利顺德大酒店开幕。做过营销
策划、导游培训的旅游达人杭州小黑分享
了自己的经验。
“煎饼果子锅巴菜，吃上一口让你爱。”

这是一次创新互联网思维，用年轻人喜爱并
擅长的语言为文旅“带货”、给天津“代言”的
尝试。市文化和旅游局在抖音、携程、美团
等平台，以达人采风、直播带货为主要形式，
开展一系列新媒体营销活动。达人将利用3
天时间，高密度地走进和平、河北、蓟州、武
清、北辰、津南、西青等我市文旅资源丰富的
区域，点位中既有蕴含深厚历史文化魅力的
传统地标，也有充盈时尚新潮色彩的全新点
位。各位达人结合各自专长，紧扣时代潮
流，多角度地发现天津文化和旅游的精彩之
处，精准地传递给文旅市场的潜在游客，在

打造一批网红景点的基础上，提高天津在网
络空间的声量和声誉。“天津常走走”抖音话
题挑战赛即日正式上线，网友拿起手机或镜
头在视频描述或标题中添加话题标签“#天
津常走走”即可参赛。

昨日18时，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携程集
团在蓟州春山里推出了主题为“津门格调游
好货转不停”年度超级直播，通过旅游云种草
邀请游客到“天津常走走”，并为亲子游、城市
风情游等提供丰富的消费场景。同步开启
“天津旅游直播周”，以流量扶持天津地区旅
业商家共同提升天津旅游消费空间。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第四中心医院获悉，该
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团队近日成功为一例终末期心衰患
者植入一“颗”磁共振兼容的心脏再同步化治疗起搏器。
该起搏器不仅可以改善心衰症状，同时支持核磁共振检
查，为心衰患者带来更多“心”选择。

据介绍，接受该手术的患者是一位72岁的大娘，既往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死、慢性肾衰竭，近1年因急性左
心衰先后2次住进ICU，每次病程都是死里逃生。近日，患
者再次因喘息加重住进第四中心医院，在ICU经过10天治
疗好转后转入心血管内科三病区，复查显示属于心脏再同
步治疗的绝对适应症。但因其有长期糖尿病史，皮肤状况
极差，术后起搏器感染风险高，心功能及肾功能差，手术风
险极高。

因患者有脑梗死病史，日后可能需进行核磁共振检
查，该院副院长李焕明、病区主任何峰经过审慎评估，决
定为其植入新型兼容磁共振的CRT起搏器。CRT指心
脏再同步治疗，是目前心衰治疗较为有效的器械手段。
本次植入的是我市第一台具有兼容核磁功能的CRT起搏
器，为患者后续检查和治疗提供更多便利。手术不到2小
时成功完成，术后患者胸闷憋气症状显著改善、心功能好
转，目前生活质量得到极大改善，患者本人及家属对治疗
效果十分满意。

本报讯（记者 张璐 通讯员 赵志龙）10月份，我市各
类商品供应充足，主要菜篮子食品价格降多涨少，物价涨
幅有所回落。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监测数据显示：我
市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5%；1—10月份，CPI累计
上涨2.0%。

从环比看，食品价格下降0.8%，其中果蔬及水产品价
格均呈现不同程度回落。由于蔬菜、应季水果上市量增
加，鲜菜、鲜果价格分别下降4.3%和1.6%；虾蟹类、淡水鱼
货源充足，价格分别下降9.1%和8.3%；由于消费需求增加，
饲料价格上涨，猪肉、鸡蛋价格分别上涨9.8%和3.9%。非
食品价格下降0.1%，受国际油价下行影响，汽油和柴油价
格分别下降1.2%和1.3%；由于出行旅游人员减少，飞机票
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下降5.7%和3.0%。

从同比看，我市CPI上涨1.5%，涨幅比上月回落1.0个
百分点。构成居民消费的八大类价格呈现“七涨一降”格
局。其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食品烟酒类价格同比
分别上涨2.6%、2.5%和2.2%；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居住
和医疗保健类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3%、0.8%、0.7%和0.2%；
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同比下降1.0%。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市生态环
境局公布了10月份我市及各区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10月份，我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4.29，同比下降0.7%；优良天
数 27 天，同比持平；优良天数比率
87.1%，同比持平；无重污染天，同比减少
1天。PM2.5、PM10和O3浓度同比上升，升
幅分别为 2.6%、1.4%和 20.8%；NO2和
CO浓度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8.7%和
33.3%；SO2浓度同比持平。

据悉，10 月份，各区 PM2.5 浓度在
38~47μg/m3 之间，优良天数比率在
80.6% ~93.5%之间。按照 PM2.5 浓度、
PM2.5改善率和优良天数比率排名位次
数值各占30%、30%和40%的权重进行排
名，10月排名较好的区为东丽区、和平
区和静海区，较差的区为宝坻区、蓟州
区和武清区。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 摄影 张磊 通
讯员 范靓靓）出门在外，扫码、支付、定
位、交流，哪一项功能都离不开手机，一旦
手机没电将“寸步难行”。日前，刘园车队
734路驾驶员刘靖创新服务举措，在前排
座椅两侧设置手机充电专座，并在充电专
座座椅旁备好满电充电宝及不同机型数
据线，为乘客提供免费手机充电服务。

记者登上这辆734路公交车，看到两
个手机充电专座分别位于两侧座位的第
一个座椅，在醒目位置张贴有“免费充电
宝”的提示语。每次进站停歇，刘靖都会
提醒乘客可以免费充电。“公交车上咋还
能充电？”一名年轻男乘客问。刘靖说：
“很多人坐公交车喜欢看视频、聊微信，冬
天手机掉电快，万一有急事赶上没电就不
好了。”男乘客掏出仅剩15%电量的手机，
一边充上电，一边说：“想得真周到。”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
昨天，该委联合南开大学启动了首届中国竞争政策宣传
周，并举办首届天津竞争论坛。

本届竞争周活动时间为11月 14日至 18日，将围绕
“统一大市场、公平竞未来”主题，集中展示我市立足新发
展理念，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拓展竞争领域制度
型开放，着力营造有利于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促进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工作举措和成效。

活动期间，我市将开展立体式、多层次、全方位的宣
传。一是“竞”论坛，“天津首届竞争论坛”以线上直播形
式，就竞争政策相关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讨论；二是“竞”
全城，在全市重点区域投放公益宣传广告，发布宣传海
报，并将竞争周宣传主页同步点亮主要商圈巨幅显示屏；
三是“竞”微视，充分利用网络视频媒体平台宣传《反垄
断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公平竞争相关政策、工作
措施和成效，同时在相关政府部门官网和公众号开辟宣
传专栏开展专题访谈等；四是“竞”指引，向各级政府部
门定点发布投放《天津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标准规范指
南手册》《天津市公平竞争审查评估报告》等，加强对新修
订的《反垄断法》的普法宣传，深入相关企业加强公平竞
争合规指导。

张艺杰搭乘“雪龙”号赴

南极科考。

天津科技大学海洋与环

境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