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位于我市津南区，是商务部继广州、上海之后
在全国布局的第三个国家级会展中心，项目室内外总展览面积达55万
平方米，全面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展览面积最大、绿色技术与产品应
用最多、智慧化水平最高的国家级会展平台。

5 天津
2021年1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余强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设加快推进 一期工程完成收尾工作

明年12月全部场馆建成投用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胡萌伟 摄影 张

磊）记者从市住建委获悉，目前，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工程建设正在加快推进，一期工程
已完成钢结构、幕墙、屋面工程，正在进行室
内精装、设备安装等收尾工作，机电系统开始
逐步调试，已具备送电、送水条件；二期基础
工程、人防地下室主体结构已完成，正在进行
钢结构屋面梁施工。全部场馆计划于2022
年12月建成投用。

据悉，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工程于2019
年3月正式开工，其中，一期展馆主体已于
2020年5月底提前完成封顶，为今年6月24
日的如期投用奠定基础。目前，新增设的国
家会议中心完成了初步设计调整及桩基变更

图纸审查，正在进行桩基施工，预计春节前完
成桩基工程；酒店、商业、办公写字楼等综合
配套区的地下车库区主体结构施工完毕，正
在进行塔楼和裙房主体施工。

除此之外，会展中心周边基础设施配套项
目建设也在有序实施，一期配套工程共23项，
海沽道等6项已完工，消防二级指挥中心及消
防站等16个项目加快推进，会展地块调蓄池二
项目正在开展前期工作。二期配套工程共11
项，辛柴路污水泵站、盛展路等4项已取得立项
批复，鑫怡路等7项正在抓紧研究深化方案。

今年6月，这里将举办中国建筑科学大会
暨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作为开馆首展，展示面
积预计达1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千家。

疫情快报

1月10日18时至1月1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10日18
时至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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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18时至1月1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176例（中国籍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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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例，在院16例
（其中轻型6例、普通型10例）。

第17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男，29岁，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尼日尔。该患者自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202），于1月8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该患者入境时在海关采集咽拭
子，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即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隔离期间无不适表现。因该航班在海关检出1
例阳性病例，其被判定为密接者，1月10日经天津市金域医学
检验中心检测，1月11日经市疾控中心复核，新冠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胸部
CT考虑右肺上叶炎性病变，右肺上叶胸膜下散在小气肿，右
侧胸膜局部粘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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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18时至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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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
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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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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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2021年1月11日，我市推
进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共转
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467件。其中：滨海新
区2199件、和平区366件、河东区750件、河
西区702件、南开区832件、河北区581件、
红桥区315件、东丽区628件、西青区764
件、津南区 814件、北辰区 893件、武清区
752件、宝坻区825件、宁河区566件、静海
区814件、蓟州区614件、海河教育园区36
件，市水务局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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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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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昨日，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与华铁传媒集团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计划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两组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品牌专列，定于本月首发，进一步提升
展馆和展会的知名度，打造区域特色会展品牌。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是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

志性工程，我们希望依托京津城际，让更多往
来两地的旅客特别是商务人士全方位了解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和即将举办的各类会
展活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彦华
表示，此次合作也有利于宣传展示天津会展
经济发展成果和城市形象。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坐上”京津城际
高铁品牌专列将于本月首发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构建大中小学一体
化劳动教育体系、加强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
设、加强劳动教育实践资源建设、构建校内外
劳动教育协调实施机制、加强劳动教育师资队
伍建设、建立完善劳动教育评价制度、完善劳
动教育保障机制……近日，市委办公厅和市政
府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若干措施》，通过21条举措，
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据了解，我市制定了义务教育学校、普通
高中、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劳动教育指南，结
合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开展
劳动教育。根据各学段特点，在大中小学开
设劳动教育必修课，在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
学校增设选修课。

我市将建立以区为主、政府统筹规划配
置中小学（含中等职业学校）劳动教育资源的
机制。依托天津农学院、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等高校及相关企事业单位、科技文化场
馆等，重点建设5个市级、16个区级劳动教

育基地，50个“农业+”“工业+”“科技 + ”“生
态+”“文化+”“旅游+”“制造业+”等行业劳
动实践教育基地。
拓展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每所中小

学校至少建设1间劳动实践教室，每所职业
院校和普通高等学校至少建设1个校内劳动
教育工坊。充分利用现有综合实践基地、青
少年校外活动场所、职业院校和普通高等学
校劳动实践场所，建立健全开放共享机制。
同时，釆取多种措施，建立专兼职结合的

劳动教育师资队伍。补充配齐大中小学劳动
教育必修课教师。各区将结合中小学教师“区
管校聘”管理改革，核定中小学劳动教育教师
岗位数量，为学校配备必要专任教师。推动职
业院校与中小学、普通高等学校建立劳动教育
师资交流共享机制，发挥职业院校教师专业优
势，承担普通学校劳动教育教学任务。
市、区两级中小学教研机构要配备劳动教

育教研员。中小学要建立劳动教育学科教研
组。高等学校要设立劳动教育教研室。将劳

动教育纳入教师全员培训内容，强化教师劳动
意识和观念，提升实施劳动教育自觉性。聘请
“大国工匠”、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对劳动
教育教师进行专项培训。支持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劳动
教育相关专业，培养具备专业素质的劳动教育
教师。提高劳动教育教师地位待遇，确保在绩
效考核、职称评聘、评先评优、专业发展等方面
与其他专任教师享受同等待遇。

此外，我市将把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体系。建立劳动教育信息化评价系
统，运用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等现代信息
技术手段，全面客观记录学生课内外劳动过
程和结果，开展劳动教育过程监测与纪实评
价，建立公示、审核制度，确保记录真实可
靠。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导向和反馈改进功
能，将劳动素养评价结果作为衡量学生全面
发展情况的重要内容，作为评优评先的重要
参考和毕业依据，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
要参考或依据。

我市印发《措施》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

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新年伊始恰逢特
大寒流，渤海海上石
油钻井平台施工正在
加紧推进，中海油服
海洋石油 640 船为
海上运送设备顶8级
大风作业，昨天返港
时如同一座冰山，锚
机冻成一体几乎不能
操作。图为海洋石油
640船进港后船员全
力除冰。

本报记者王涛
通讯员张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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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市金融局
获悉，日前，国网国际融资租赁增资至
110.76亿、国机融资租赁增资14亿、远宏商
业保理增资10亿、顺丰集团商业保理项目设
立……随着一系列重点央企、知名民企投资

的重点地方金融组织的设立、增资，2020年
市金融局共完成天津自贸试验区地方金融组
织审批事项94个，净增注册资本达202.43
亿元。
2020年以来，市金融局深入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狠抓“放管服”
改革各项工作落实，努力提升审批服务水平，
持续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助力天津自贸试验
区地方金融组织发展壮大。疫情期间，市金
融局研究制定优化审批的对策措施，寓审批
于发展之中，协同滨海新区、自贸试验区各片
区统筹项目考察、会商研判、资质审核等各个
环节，有效助力自贸试验区把“商”招进来、把
“资”引进来、把地方金融组织创新发展的良
好态势呈现出来，取得了显著成效。

天津自贸试验区地方金融组织扩容
净增注册资本超200亿元

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

蓟州区全面强化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自《天津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施行以来，蓟州区全面强化执法
检查，已累计检查党政机关430次、餐饮服务
企业1901次、村（社）1703次、收集运输处理
企业66次，其他类738次，责令改正942起，
处罚个人5起，罚款1900元。
据介绍，蓟州区强化执法检查，目前已经

成立4个专项检查组开展联合检查，发现问
题当场下达温馨提示和履行法定义务提示，
责令立即整改，并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到
位。通过执法检查处罚典型事例，达到警示
教育目的，更好推动生活垃圾分类。与此同
时，强化组织推动，及时制定生活垃圾分类实
施方案和专项执法检查方案，明确实施步骤、
分类标准等内容，指导各单位有序开展。利
用区“两台一报”、掌上蓟州等主流媒体广泛
开展政策法规和执法工作宣传，执法车载喇
叭每天循环播放宣传音频，提升群众垃圾分
类意识，效果良好。

天大研发“团簇酶”可抗神经炎症
本报讯（记者姜凝）天津大学医学部张晓东教授团队近日

成功设计出一类全新的人工酶——“团簇酶”，具有超强催化活
性和选择性，对阿尔茨海默症、脑损伤等神经炎症治疗潜力巨
大，在生物医学特别是神经科学与工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相关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

据介绍，该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提出“团簇酶”概念，通过单原子
调控的方法成功设计出一类具有原子精确结构的人工酶——“团
簇酶”。生物学结果显示，使用“团簇酶”制剂能有效减轻脑损伤
小鼠的神经炎症，显著降低病鼠体内的炎症因子。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团簇酶”尺寸超小，能通过肾脏自然滤除，这也意味着
使用“团簇酶”药物可以避免对肝肾等器官的副作用损伤。

非必要不离津 减少聚集 发热到发热门诊就医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做好三个关键点

本报讯（记者万红）记者从凯莱英医药集
团了解到，凯莱英医药集团（以下简称凯莱
英）、苏州瑞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瑞博生物）与天津开发区管委会日前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瑞博生物将与天津海河凯莱英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投资基金合作，共同投资核
酸药物原料药产能建设项目，在天津开发区西

区投资建设小核酸原料药公斤级商业化生产
基地。
近年来，凭借靶向精准、疗效显著、开发周

期短等优势，小核酸药物成为全球投资新风口
和生物制药巨头的全新关注点和发力点，据预
估2025年全球市场规模将远超100亿美元。
瑞博生物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小核酸药物

的创新型药物研发企业，是中国小核酸技术
和小核酸制药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军者。此次
合作，凯莱英将通过自身在药物研发、生产等
方面的优势，提供包括设计、建设、管理和运
营在内的全面服务，加速小核酸药物产业化
进程，进而推进新药上市进程及药物研发企
业的发展速度。

此外，凯莱英还将在天津开发区继续投
资建设绿色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合成大
分子CDMO两个项目，进一步加大在开发区
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助力滨海
新区乃至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又一生物医药项目落户天津开发区
建设小核酸原料药公斤级商业化生产基地

本报讯（记者徐杨）近期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特
别是农村地区呈现发病多、聚集性等特点。随着春节的即将
来临，很多人开始离津、返津。市防控指挥部、市疾控专家昨
日提示市民，多地出现的疫情为津城疫情防控也敲响了警钟，
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津，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
不出境；要注意减少聚集，尽量做到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请
不办；发热要就近到发热门诊就诊。

非必要不离津
春节即将来临，很多人开始离津、返津。由于近期多地新

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市民无论是出行路途中，还是在外地都
有可能增加新冠肺炎感染风险。

针对中国传统节日人员大规模流动聚集特点，市防控指
挥部此前就曾倡导“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津，做到非必要不前
往中高风险地区，做到非必要不出境。”与此同时，市防控指挥
部多次发出通知，针对可能去过或者来自中高风险区域的群众
提出具体要求：从境外来返津的市民14天集中隔离后一定要
7天严格居家隔离；从国内疫情重点疫情地区来返津的市民，
要严格遵守我市相关人员主动申报、配合流调、核酸检测或查
验、排查管控等健康管理措施，切勿隐瞒自己的行动轨迹。

市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全市已经强化对中高风
险地区进津人员、入境来津人员、春节返乡人员等重点人群主
动搜索排查和分片包户管理，加强重点场所防控措施、公共区
域与设施消毒等，竭尽全力让大家在津安全过节、欢乐过节。

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请不办
春节将至，走亲访友，聚会言欢是常事，尤其是农村地区，

婚丧嫁娶有很多老例，但是现在周边的疫情一再提示我们要
减少聚集。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曾发布过疫情防控要求，针对
农村地区，要求春节前后禁止举办群众性庆祝庆典、聚集性展
销促销等活动，确需举办的报区防控指挥部批准。我市疾控
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喜事缓办、丧事简办、宴请
不办，这应该是我们应对当下疫情应该做到的！”

与此同时，商业购物、餐饮住宿、公园景区、文化娱乐等
场所要全面强化测温验码、佩戴口罩、通风消毒等防疫措施，
严禁人员扎堆聚集。一旦出现病例，迅速关闭非生活必需公
共场所。各级管理部门要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扎实做好消毒
消杀，加大公共厕所、垃圾桶站、健身器材等重点区域、重点
部位的消毒频次。做好口罩、体温计、消毒液等基础性防疫
物资储备。

发热请到发热门诊就医
近期多地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反复，针对这些病例的最早

发病情况，市防控指挥部再次提示市民，我市制定了一系列完
善的流程，近一年来每天在媒体上公布每个发热门诊候诊人
数、新冠病毒检测排队人数，发热要就近到发热门诊就诊。

市防控指挥部此前发布提醒：要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严
格落实院感防控制度和措施，对发热等患者实行闭环管理，发
挥发热门诊哨点作用，严格按照有关诊疗方案开展排查和治
疗。住院病区实行24小时门禁和人员值守，非必要不探视和
限制陪伴，住院病人及陪护人员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应检尽
检”。提醒陪同发热等患者就医的人员，应遵医嘱不要中途离
开，积极主动配合医疗机构采取的防控措施。

记者了解到，市防控指挥部针对农村居民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村卫生室就诊或自行到药店购买药品的情况发布提
醒：对来村卫生室看病的村民，要仔细询问，一律流调管控；
在家发热的村民，要及早发现，一律流调管控；在药店购买退
烧感冒药的村民，要注重监测，一律流调管控。同时，强化对
农村及城乡接合部地区小诊所、小药店的监管。强化定期采
样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