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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1月2日18时至1月3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为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1月5日是全市公仆接待日，当天
9：00—11：30，全市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
热线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2021年1月5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1月5日公仆接待日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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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2日18时
至1月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
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月2日18时至1月3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例（中国籍，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67例（中国籍146例、菲律宾籍
8例、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2
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
治愈出院156例，在院11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4例）。

第16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女，28岁，中国籍，为我市
第115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患者于1月3日出现嗅觉
及味觉减退，晨起咳痰，经市级医疗救治专家组确定为我市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1月2日18时至1月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115例（境外输入110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2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97例、转为确诊病例16例。

截至1月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9670人，尚有27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近日，市教委、
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联合出台《关于加
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提升立德树人成效、推进学科专
业调整、优化考试招生制度、完善人才培养
体系、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加强质量监督管
理、落实条件保障措施七个方面28条主要
建设任务。

根据《实施意见》，到2025年，我市将建
成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规模结构更
具优势、培养模式更显特色、体制机制更加
完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的更高质量的研究
生教育体系，培养出一大批基础知识扎实、
学术素养深厚、创新与实践能力突出的拔尖
创新人才。到2035年，全市高校将成为自
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对
天津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显著提升，建成具
有天津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市。

据了解，我市将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
头脑。开全开好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加强研究生课程思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梦教育、“四史”教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
融入研究生培养全过程。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天津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加强全市高校学科建设规划，科学
优化布局，合理调整方向，凝练特色优势，

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支持战略性新兴学科
发展，促进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实施顶尖
学科培育计划，着力培育南开大学化学、天
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天津中医药大学
中药学、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天
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等一批顶尖学科，强
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源头供给。聚焦信
创产业主攻方向和“1+3+4”现代工业产业
体系，建设“网络安全与数据智能”“区块链
与人工智能”等一批服务产业特色学科群，
着力打通成果转移转化通道。以国家重大
战略、关键领域和我市重大需求为重点，增
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

全市研究生招生计划增量向“1+3+4”
现代工业产业体系领域，及公共卫生、重症
救治等国家战略和民生领域急需相关领域

倾斜。扩大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研究生招
生规模。力争到2025年，硕士专业学位招生
规模扩大到硕士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
博士专业学位招生数量大幅增加。完善分类
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严格监管的研究
生考试招生制度体系。

围绕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脑科学、生物
制药、组分中药等前沿和优势领域，与360、
国科量子、天津药研院、天士力等科研院所、
知名企业共建联合科学研究中心、重大研究
平台和研究基地，以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
支撑高质量研究生培养。推进本研衔接、硕
博贯通培养，实行培养方案一体化设计。实
施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统筹推进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在
智能科技、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等关键领域和

CPU、基础软件、应用软件、集成电路、信息安
全等细分领域，建设100个左右产教融合研究
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制定全面的研究生导师岗位选聘标准。
明确导师职责边界，规范导师指导行为，保障
和规范导师的招生权、指导权、评价权和管理
权，坚定支持导师按规章制度严格研究生管
理。健全导师评价考核体系，建立导师招生资
格年审和招生计划动态调整制度。明确专业
学位导师在行业企业从业经历时限要求，建强
“双师型”导师队伍。力争到2025年，企业骨
干、产业集群带头人、行业协会专家等达到专
业学位导师规模的50%。

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强化大数据应用，
完善预防和处置学术不端行为体系，坚持学术
不端“零容忍”。

我市出台《意见》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扩大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

建成具有天津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强市
■实施顶尖学科培育计划，着力培育南开大学化学、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天津工业
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等一批顶尖学科，强化自主创新和原始创新源头供给。

■力争到2025年，硕士专业学位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生招生总规模的2/3左右，博士专业学位招生数量大幅增加。

■在智能科技、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等关键领域和CPU、基础软件、应用软件、集成电路、信息安全等细分领域，建设
100个左右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

■力争到2025年，企业骨干、产业集群带头人、行业协会专家等达到专业学位导师规模的50%。

近日，津城气温持续走低，蓟州区青甸洼湿地结冰厚度超过了10
厘米。但湿地中心的万亩荷塘，仍有数千只绿头鸭栖息、嬉戏，"拒不南
迁"，极为罕见。林业人员分析，绿头鸭留下的原因可能与当地大面积
水稻，食物丰富，同时，隐蔽和保暖性好有关。 通讯员 王广山 摄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获悉，2021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
性考试将于1月5日开考，考试时间和考
试科目的安排为：1月5日8:30-9:30思
想政治；10:30-11:30物理。

市考试院提示，考生考试当天必须出
示本人实时的健康码供考点工作人员核
验。考试期间，鼓励考生全程佩戴一次性
医用口罩。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
合格考明日开考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大
港油田获悉，大港油田与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签署协议，共建联合研究院，旨
在将研究成果落实到勘探开发的具体项
目上，助力大港油田实现油气上产、降
本增效。

据了解，此次是大港油田首次与高等
院校建立联合研究院。陆相页岩油和滩海
的勘探开发是大港油田重点聚焦的两个油
气接替领域，依托联合研究院这一平台，大
港油田将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共同进行
项目研究与技术交流。

大港油田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共建联合研究院

本报讯（记者 姜凝）中国人工智能学
会近日公示了2020年度第十届吴文俊人
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天津大学智
能与计算学部副教授郭晓杰荣获“第十届
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

天大教师获“吴文俊
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

本报讯（记者 何会文 通讯员 焦轩
孙颖）骑行电动自行车没有安全头盔，咋
办？关键时刻，搪瓷盆临时“上岗”顶班，
这位“有才”的大爷头顶搪瓷盆上路被交
警拦下，经过教育，大爷意识到自己的行
为已经违法了，并表示会尽快购买安全
头盔。

1月3日上午，交警河西支队解放南
路大队在解放南路与围堤道交口开展推
进《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施行
宣传教育活动时，一位大爷骑行电动自行
车沿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行驶，因未佩戴安
全头盔被交警拦下，没想到随后发生的一
幕，让交警哭笑不得，只见这位大爷摘下
自己的毛线帽，用手敲了敲毛线帽里的一
个小搪瓷盆，“这个也一样能起到保护作
用……”经询问，大爷表示，知道骑电动自
行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但是还没来得及
购买，自己就突发奇想，觉得用“搪瓷盆头
盔”也一样能起到保护作用，还能省下买
头盔的钱，一举两得就直接戴着上路了，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违反了《天
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
“发生交通事故时搪瓷盆并不能起

保护头部的作用，只有正确佩戴合格的
安全头盔才能减轻事故对驾乘人员头部
的伤害。”通过交警的批评教育，大爷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会尽快购买
安全头盔，下次骑电动自行车一定会佩
戴头盔上路。

没有安全头盔咋办
戴搪瓷盆出行被拦

■本报记者高立红

日前，80多岁的孙奶奶致电天津日报热
线23602777，向一位好心的交警小伙表示感
谢：“他见我年纪大拄着拐棍，主动上来帮忙，
用自己的手机帮我叫了出租车，下车时才知
道，他还帮我付了车费。”

孙奶奶家住南京路公安医院附近。
2020年 12月 19日上午，她到河西区大沽
南路下瓦房附近一家药房买药。11时许，
从药店出来，准备打辆出租车回家。“我的

腿此前骨折过，还没好利索，需要借助拐棍
外出。在大沽南路下瓦房附近，一个30多
岁的青年交警正在路口值勤，见我拄着拐
棍在路边上走，他连忙过来搀扶，闻听我要
打出租车，他便陪我在路边叫车。但是路
边叫车困难，他又拿自己的手机帮我叫了

一辆车，并一直陪我等到车来了，送我上了
车才放心。”

孙奶奶说，到下车时，她准备拿钱给
出租车司机付车费，却被司机告知：“您不
用给钱了，下瓦房那位民警已经把车费付
完了。”

这让孙奶奶感到特别不好意思。“因
为走得匆忙，我连那位交警小伙的姓名都
没有来得及问，平白无故地还让人家给垫
了钱……”孙奶奶希望借助天津日报寻找
这位好心人，以便再次向他表示感谢。

记者视线
23602777

好心交警帮我垫钱打车我想找到他

总医院互联网医院“护士上门”功能近日正式上线，以往
行动不便的患者如今在家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护理服
务，“线上预约，上门护理”，全程可追溯。 本报记者王倩摄

路遇火情挺身而出

公交司机变身“消防员”获赞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 通讯员 王欢）日前，市公交集团滨

海公司津宁车队459专线公交车驾驶员赵旭东在运营途中突
遇路边小货车起火，他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帮助扑灭小货
车火势，获得乘客纷纷点赞。

2020年12月29日上午10时52分，赵旭东驾车行驶至十
三大街公交站时，突然发现路边停放的一辆小货车后车厢冒起
浓烟。见此情景，他立即将车辆平稳停靠至站牌处，告知车上
乘客稍等后，便拎起一瓶灭火器冲向着火车辆。由于小货车装
载的是易燃纸制品，在使用一瓶灭火器后，火势并没有彻底扑
灭，于是赵师傅又返回公交车上取来第二瓶灭火器继续扑救。
其间赵师傅发现油箱附近有燃烧物，为避免造成更严重的后
果，他不顾个人安危，上前将燃烧物移至远处，以至穿的裤子被
烧坏。最终在赵师傅和其他社会车辆司机共同帮助下，小货车
火势被彻底扑灭，赵师傅又默默返回公交车，并继续投入运营。

问及当时情形，赵师傅告诉记者：“公司和车队经常会组织
消防培训以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这让我熟知消防器具的使用
和扑救火情的要领，遇到突发情况第一反应是停车灭火，遇到
这种情况，每一位公交驾驶员都会伸出援手的。”

患者家中坐
护士上门来

本报讯（记者徐杨）日前，市急救中心医
疗收费电子票据正式上线，成为全国首家实现
收费票据电子化的急救中心。市内六区和环
城四区已率先启用院前急救服务电子票据，电
子票据在代替传统手写票据的同时，还集成了
医疗收费票据、费用清单、院前医疗急救派车
单和价格公示等功能，并标注了咨询热线和服
务点位地址信息，实现了“一票多能”。

今后，120急救人员结束院前医疗急救
服务后，不仅可以通过急救车上的打印机现
场为患者打印纸质电子票据，市急救中心也
会通过短信、微信等渠道发送电子票据链
接。市民可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搜索“电子票
夹”小程序，注册绑定个人信息后，获取电子
票据。市民凭一张票据，即可实现医保报销、
商业保险报销等，在院前医疗急救环节实现
了“一次也不用跑”。同时，市急救中心在信
访服务中心和六个急救分部设置了服务点
位，方便老年人和不慎丢失了电子票据的市
民选择就近的服务点位打印票据，实现了“便
民惠民、扶老助老”的目标，也为进一步发展
自动报销结算提供了基础支持。

市急救中心启用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