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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筑牢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百余家医院机构加入核酸检测“战队”

1月9日18时至1月10日18时

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一周天气

寒潮离开气温回升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随着寒潮离开，

津城气温有所回升，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
息分析，本周最高气温将回升至3℃到5℃。
今明两天，一股冷空气补充影响我国

北方，阻碍回暖进程，华北、黄淮一带最高
气温仍将在5℃以下，体感寒意不减，仍需
注意保暖。而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将节节
攀升，江南多地最高温可升至10℃以上，
气温将接近常年同期，暖意再度回归。
昨天，津城最高气温已经到0℃以上，

但依然寒冷。而在补充冷空气离开之后，
11日到13日，津城气温会缓慢回升，届
时，最高气温将升至3℃到5℃。14日开
始云量增多，气温将会略下降。气象专家
提醒，目前仍处于“三九”天，公众外出需注
意防寒保暖，关注室内外温差，谨防感冒和
心脑血管疾病。

本报讯（记者 徐杨）持续推进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实现及早发现、精准防控，是
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四早”措施的
重要举措。昨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
市在全面推进三级综合医院、三级专科医
院、二级综合医院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的基
础上，积极扩容引入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
室加入核酸检测“战队”。截至1月8日，
全市已有62家公立医院、16家第三方医
学检验实验室、17家疾控机构和17家城
市检测基地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
在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扩容增

量的基础上，市卫生健康委同时加强引导、
规范管理，明确检测资质申报标准要求，事
前指导医疗机构了解申报要求和标准，方
便医疗机构做好申请前准备；组建市级专
家指导组，选取临床检验、生物安全等专业
资深专家，对全市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
进行技术指导；对完善检测工作进行明确
要求，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室间质量评价、

室内质控、结果报告格式等工作提出建议；针
对重点任务提供专业指导，2020年11月在
执行“滨城大筛查”任务中，安排36名权威检
验专业专家进驻第三方医学检验实验室，实
施全流程现场专业指导，督促随采、随送、随
检，确保检测任务高质量、按期完成。

为了提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构的检测
质量，真正做到“一锤定音”，市卫生健康委强
化各机构实验室间的质量评价，利用各实验
室间的比对来确定实验室能力，并创新采取
“飞行室间质评”，派驻专家进入第三方实验
室全程观察，要求当天上传检测结果，确保结

果真实可靠。市卫生健康委还对检验人员进
行检测业务全流程培训，培训内容涵盖生物
安全、防护操作、标本采集、标本运送等核酸
检测全过程。以鼻咽拭子采样为例，市卫生
健康委一方面请有经验的医师演示采样过
程，制作教学视频直观展现采样过程，另一方
面还应用人体模型进行考核，为各区培养采
样骨干。目前，我市已组建以三级医院检测
人员为班底、具备实操能力的364人核酸检
测应急机动队伍，做好人员储备。

核酸检测在新冠病毒诊断、排查和监测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做到并做好“应检

尽检”“愿检尽检”，市卫生健康委搭建信息报
送平台，施行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日报制度，
分类统计“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等人员检测
结果，为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在此基础
上，我市还定期开展医疗机构人员核酸检测，
按照岗位危险程度规定筛查频次。截至目
前，我市已有约26.5万人次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接受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筛查。

为进一步优化采样流程，减少人群排队聚
集，市卫生健康委从采样点设置、数量，不同人群
采样流程和路径等方面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机
构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同时，建立采样等候
人群定点播报系统，每天8时至18时，每两小时
播报1次各三级公立医院采样等候人数情况，引
导错峰采样，尽可能减少人员聚集。随着冷链
食品行业风险升级，为方便各区冷链食品从业
人员等高危职业人群主动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筛查，市卫生健康委已组织各区指定了19家
医疗机构设置单独采样点并进行公示，避免与
其他核酸检测人群交叉，减少交叉感染风险。

■截至1月8日，全市已有62家公立医院、16家第三方医学检验实
验室、17家疾控机构和17家城市检测基地具备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能力。

■目前，我市已组建以三级医院检测人员为班底、具备实操能力的
364人核酸检测应急机动队伍，做好人员储备。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1月9日18时至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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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18时至1月10日 18时，我

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中国籍），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175例（中国籍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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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例，在院16例（其中轻型6例、普
通型10例）。
第17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男，28

岁，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国。该患者自
美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1月4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

常，申报无症状。经海关检疫排
查采样后，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1月8日出现发
热、咽干、干咳症状，最高体温37.9℃，即由
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胸部CT显示右肺下叶外基底段片状磨玻璃
密度影，新冠病毒血清IgM抗体阴性，IgG
抗体阳性。1月9日新冠病毒鼻、咽、痰、便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
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
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7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男，4岁，

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
牙。该患者自西班牙马德里
乘坐航班（CA908），于2020

年12月2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
时体温正常，申报无症状。经海关检疫排查
采样后，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月9日隔离14天复查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1月10日结果回报为阳性，即由120救护
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胸部CT显示右肺
上叶及下叶密度增高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7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男，76岁，

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牙。该患者自西
班牙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2020年
12月27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
体温正常，申报无症状。经海关检疫排查采
样后，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1月9日隔离14天复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1
月10日结果回报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
送至海河医院就诊。胸部CT显示双肺下叶
透过度不均，局部呈“马赛克”改变。经市级
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1月9日18时至1月10日18时，我市无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120例（境外输入115
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5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98例、转为确诊病例17例。
截至1月1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0031人，尚有531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作为我市首条全线
无人驾驶地铁线路——
天津地铁八号线正在紧
张施工，目前由中铁十
一局承建的兰坪路站现
场100余人进行地连墙
施工，预计4月初完成。

本报记者张磊摄

作为我市中环线上
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
解放南路立交桥整修工
程基本完成，整修过程
对立交桥两侧防撞护栏
及伸缩缝进行拆除、更
换，更新排水管道，粉刷
路灯杆等。

本报记者 吴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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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新年伊始，寒风凛
冽，1月8日上午，位于卫津南路上的创业环
保大厦内却是暖风扑面、喜气洋洋，一场股权
收购签约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签约仪式上，市城投集团所属创业环保公
司与江苏高邮康博环境资源有限公司、江苏永
辉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股东方波斯登集团分别签

署协议，创业环保公司出资7.8亿元收购两家公
司全部股权。这不仅标志着市城投集团作为国
有资本投资平台，实现了“十四五”规划股权并购
业务的开门红，也标志着旗下创业环保公司在
危废处理领域实现了南北呼应的新格局。
此次并购的两家标的公司，均为从事工

业固体废弃物处置的专业化公司，在同行业

企业中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收购其全部股
权，对创业环保公司完善和健全产业链，精准
其“环境综合服务商”定位，完善业务触角的
全国性布局，乃至有效带动市城投集团环境
水务板块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城投集团副总经理崔国清表示，“十四

五”期间，城投集团将充分结合天津未来城市
发展需要，在城市更新、精明增长、数字天津、
生态建设等领域，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投资
平台作用，借助不同区域的业务互补来培育
更加广阔的业务增长空间，努力打造成为一
流城市服务商。

本报讯（记者韩雯）1月7日，台资企业竞
衡集团鲲宝物流项目签约仪式在静海区举行。

据介绍，鲲宝物流项目将选址静海区商
贸物流园，占地面积约127.3亩，总投资8亿

元人民币。该项目主要服务于竞衡集团自身
医疗设备及耗材、大健康产业、酒店运营的配
送流通需求，将建设多功能、一体化、智能化
的现代综合物流园区，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

源，提供智能物流管理系统、智能物流仓储空
间租赁、大型仪器设备仓储销售、供应链解决
方案、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内容，发挥规划建设
专业化、资源整合规模化、管理服务协同化优
势，形成区域网络化的供应链布局。项目建
成后将为我市物流产业向现代化、信息化、专
业化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发挥国有资本投资平台作用

市城投集团收购江苏两家公司全部股权

台资企业竞衡集团鲲宝物流项目落户静海

本报讯（记者 何会文 通讯员 滕飞
刘子暘）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进一
步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红旗路与中南道
交口原有“右进右出”通行方式调整为丁
字交叉通行，天拖地区往来中环线通行
将更加便利。
据了解，之前红旗路与中南道交口设

有中央隔离护栏，仅允许沿中南道向东行
驶车辆右转红旗路、沿红旗路向南行驶车
辆右转中南道。为进一步提升道路通行效
率，交警南开支队根据实际交通流量变化，
对该路口的交通组织方式进行优化提升，
撤除原有中央隔离护栏，实现了路口丁字
交叉通行，转弯进入垂直相交道路不受方
向限制。

本报讯（记者 何会文 通讯员 焦轩 刘
希萍）据公安交管部门介绍，从和平区恒
隆广场地下停车场驶出的机动车禁止左
转。日前，为避免有市民从恒隆广场地下
停车场驶出后逆行驶入单向通行的兴安支
路，交警和平支队在该地下停车场出口处
专门设置了右转指示标志。
据了解，兴安支路为由西向东单行路，

恒隆广场地下停车场出口位于该路上，由
地下停车场驶出的车辆只可以按照规定右
转行驶。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广大驾驶人，
恒隆广场地下停车场出口的地面上施划有
右转交通标线，并设立了离场专用指示牌，
驾驶人驾车从地下停车场驶出后，应按照
规定右转行驶，禁止左转逆行违法。

从恒隆广场地下停车场
驶出禁止左转

红旗路与中南道交口
通行方式有变

日前，落户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启迪之星(天津)创业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获得中国技术创业协会颁布的“2020年度科
技创业孵化贡献奖”。
2015年底生态城与启迪控股合作建立了启迪之星孵化

器。5年来，生态城启迪之星基地已累计孵化企业300余家，
累计纳税近8000万元，先后荣获“国家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
创新示范基地”等近30项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王涛摄

“启迪之星”荣膺“2020年度
科技创业孵化贡献奖”

本报讯（记者 姜凝）高校辅导员，是大学生的人生导师、
知心朋友，是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的一支骨干力量。中宣部、
教育部近日评选出10名2020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并联合
发布其先进事迹。天津师范大学辅导员张家玮获此殊荣。

张家玮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学习更好结
合，在工作中他把“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把有意义的思想
变成有意思的文化创意产品。他牢牢抓住新媒体这块阵地，
有效开展思想引领及舆情引导，14年来深耕网络思政“新阵
地”，与学生互动交流，坚持为学生答疑解惑。他撰写发布各
类网文700余篇、260余万字，浏览量400多万。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他通过网络“主播式”共讲成长故事等多种形式，
把“最美逆行者”的感人事迹讲给学生；利用“云班会”“云党
日”，用事实讲述着“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所
在，让青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王睿）作为全球领先的气候和能效解
决方案供应商，丹佛斯集团日前在天津投资建设制冷研发测试中
心，致力于制冷空调压缩机的变频技术、热泵应用，以及环保制冷
剂替代方案的研发和测试。预计2021年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

该研发测试中心选址武清开发区，总投资1.4亿元，总建筑
面积约7000平方米。“中国是丹佛斯的第二家乡，这几年我们不
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研发投入，中国已经成为丹佛斯全球研发
版图的重要基地之一。这次在天津建设制冷研发测试中心，是
看中了天津的产业基础和招商政策。”丹佛斯中国区总裁徐阳表
示，下一步，丹佛斯还将加大在天津的投资力度，计划引进物联
网、结构设计、工程仿真和增材制造方面的高端人才，联合地方
高校和研究机构，有针对性地培养技术专家；同时基于现有的软
件资源，与国际知名软件公司共同探索建立重点产品开发、维护
的数字孪生体模型，并借助物联网打造数字化研发平台。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力社保局日前发布通知，明
确援企稳岗政策衔接和后续工作。

从2021年起，继续教育培训补贴、稳岗补贴、职称提升补
贴和学历提升补贴暂停执行。其中，继续教育培训补贴、稳岗
补贴，从2021年起不再受理申请。

对于2020年1月1日（含）至12月31日（含）取得的职称
证书、学历证书，符合规定的申请条件，仍在12个月申报期内
的，可继续申请职称提升补贴、学历提升补贴。

大龄职工稳定劳动关系社保补贴政策，延续执行至2021
年12月31日。

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劳务派遣企业、劳务外包企业，仍未
申报2019年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可于2021年3月31日前
继续申报，2021年4月1日起不再受理，申报条件、要件、渠道
与其他行业企业一致，返还比例为50%。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
管局、人民网和四川省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医院
院长改善医疗服务论坛上，蓟州区人民医院获得“2020年度
群众满意的医疗机构”荣誉称号。

近年来，蓟州区人民医院建立蓟州区远程会诊中心，会诊
系统上联市级三甲医院、专科医院，下联区内乡镇医院及社区
卫生服务站，外联医院帮扶的西藏卡若区医院、新疆和田策勒
县人民医院、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人民医院和天祝县人民医
院，实现了市级医院——区级医院——乡镇社区以及区域外医
院的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断、远程教学、远程培训等模式。在
115个诊室安装了诊间支付系统，打通社保、商保和院内各系
统间的“围墙”，让群众少跑路，同时还举行多种形式的义诊活
动，全方位提供暖心、智能、便捷服务，提升群众就医体验。

市人力社保局发布通知

援企稳岗政策衔接和后续措施明确

丹佛斯在津投建制冷研发测试中心
预计年内竣工并投入使用

蓟州区人民医院获“2020年度
群众满意的医疗机构”荣誉称号

天津师大辅导员获评
“最美高校辅导员”

南开大学博士荣获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本报讯（记者 姜凝）第十五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推
选展示活动评选结果近日揭晓，时为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2015级博士研究生的卢彪荣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称号。

据介绍，卢彪在学期间共发表科研论文23篇，影响因子
超过90，授权3项发明专利，先后荣获“天津市大学生年度人
物”、“天津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特等奖、全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博士毕业后，卢彪留校从事
教学科研工作，现为南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青年教师，在三尺
讲台上和实验室里把服务科研、服务他人、服务国家的初心播
撒进更多学子心田。

出行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