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天津
2021年1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余强

��
��

:�����������
��
������	�����
	����2A�����!�����������
�i

:+)<-:8144): ;):4�����
��7KMIV 6M\_WZS -`XZM[[���
� �  � � � � �
76-A<;�6=��� �������;76/)
<7;+)6)�����?�����3):)+01��
���i

:��
��
������h�
��h�����	����
���
���i

:�������
�����
	��	����� 2�������  �����
	�������������
�
�������� ���������������
��i

:����
������
� � ������������������
  �
��� !�������i

:�������
�����	
������	��	������
2���������� ��	���������
� � � � 
 � � �� � �
��� �����������������i

:�������
�����
	��	����� 2���������!����
	�������������
�
�������� ���������!�����
��i

����

�������������
���
��������������  � ���	
|������	���	}��	�
�������������	��
���������	��i��
�h�������!�������
�����i����i

� �

��������������
����	����������� ���i

����

������	����	
��������������������	
��������������	�
����������	����
��h�����������!���
��������������i

����

������	�����
	|������	���	}��
	��������������
	�����������	�
�i���h����������
�!�������������
����i

����

�����
�������
����
 �������������!���*�
�	��������������
	��������������

�������������
�����	��������	�
�����h�����������
!������������i�
���i

 


���	��������
�	�������	�i����
���h����������
���	���i����	���
����������������	�
��i���i

�!��F��F������

����

������������
�����	��	|������
	���	}��	��������
������	���������
��	��i���h������
�����!���������
��������i

����

��������
	���
	����� �����!�������!���	
���������|������
����������}�����
�	��������	���
��������	������h�
�����������������
��������i����i

����

�������
	����
� � �  � � � � 
 �
!�������5)�� A��� �� � � � �
����������
��������
��
������������
� �� �����������
��i

����

�������	����
�����������
�
!����������������� �����h��
���������������
�����	�������i
	 � � �� � �	 � � � �����
�����������������	��
��
�!��i

�������������
�"���������

����

���������	�
�������	������
�����	��i�������
�����!���������
�i����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M��  ������JN��������
� � 
 � � � � � � � � �
�������! ������� �����������
�!��	������������
������i

���

�	���
	������� 	
������������!�!��� ���@��
���	���������	��
������������!i

现场部署周到安全有序检测
——蓟州区对相关镇村村民进行核酸检测侧记

■本报记者陈忠权

“请大家拿着身份证到健身广场，自
动排好队，戴好口罩、间隔一米，保障安
全，圆满完成核酸检测任务……”昨天上
午8时，在蓟州区罗庄子镇泥河村，村里
的大喇叭正在进行着温馨广播提示，村
民们按照要求，拿着身份证来到村健身
广场上接受核酸检测，整个山村没有躁
动，秩序井然。

走近健身广场，村民们惊奇地发现，
这里一夜之间搭起了6顶绿色大帐篷，
给寂寥的冬日平添了一抹绿色气息。帐
篷下，10名身穿白色隔离服的医护人员
分成两组，在认真进行着检测前的准备
工作。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海亮介
绍，为落实好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安全
高效完成全村村民核酸检测任务，在区、镇
的大力支持下，村里连夜选择在通透性能
好、面积大的健身广场搭建检测所需的6
顶帐篷，并做好电路和网络连接，大家一直
忙到凌晨3时。6顶帐篷分别标记着：等
候区、待检区、检测区，检测环境完全达
标。现场还安排了多名志愿者对场地进行
消毒，确保绝对安全，万无一失。

从上午9时开始，村民们按照检测规

定，间隔一米，戴着口罩，依次登记测温后，
陆续通过等候区、待检区，来到检测区，接
受核酸检测。9时40分左右，81岁的纪振
海老人经过等候区、待检区，进入检测区，
他安然坐在椅子上，一位检测人员快速地
上前进行检测，很快就完成了采样。走出
检测区，老人微笑着说，原来以为要在广场
上等很长时间，还特别担心身体受冻，没想
到现场安排十分周到，提前10分钟打电话
通知来广场，基本上是来了就检测，根本没
在室外等候过长时间。
临近上午10时，山村气温继续回升。

这时，村民屈春梅领着两个儿子走进广场接
受核酸检测。屈春梅笑着说，核酸检测，镇、
村领导安排得非常人性化，怕我家孩子受
冻，特别安排我们在这个时段来，特暖心。
下午4时左右，400多名村民全部接

受了核酸检测采样，安全、高效。
“泥河村是蓟州区与北京平谷区相邻

搭界的口子村，为确保村民身体健康安全，
按照市、区两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安排，我
们镇精心组织泥河村的核酸筛查工作，提
前动手，积极准备，做到了安全、有序、高
效。与此同时，我们还按照相关规定，积极
做好疫情相关其他工作，千方百计确保村
民安全，坚决守好‘北京东大门’。”罗庄子
镇党委书记郑建立表示。

本报讯（记者曲晴）连日来，为保障春节前百姓购物环境安全卫
生，结合我市疫情防控工作，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市场周边环境秩序专项巡查治理行动，营造整洁有序的
市场周边环境秩序，占道经营、乱扔垃圾等环境顽疾大幅减少，市场主
体责任意识提高，垃圾分类知识推广普及。

此次巡查整治行动严查贩卖活禽活畜行为，各级执法队伍对
菜市场（海鲜市场）、集贸市场周边、临时占路市场等开展拉网式巡
查。截至目前，向属地移送违法贩卖活禽活畜案件两起。

全面规范市场环境秩序，巡查中针对市场周边的流动商贩
及外溢占道经营情况，逐一走访市场商户，进行文明劝导。截至
目前，巡查治理市场21家，教育劝导占道经营等违法行为11处。

本报讯（记者李国惠）“收到爱心企业
捐赠的防疫物资，作为公交驾驶员，倍感温
暖，我一定坚守阵地、拼尽全力与大家一起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天津市劳动模范、
道德模范，公交619路驾驶员回江涛看着
爱心企业捐赠的50000只“爱心口罩”、两
吨过氧乙酸消毒液，十分感动。

谁言冬日寒，有爱心中暖。1月18日，一

辆载着两吨过氧乙酸消毒液的卡车缓缓驶进
市公交集团第二客运公司。中国天辰工程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在回江涛的朋友圈里看到
公交驾驶员严格落实防疫要求，公交车每天

消毒的防控举措，便萌生了捐赠消毒液的想法：
“公交驾驶员始终坚守在一线，奉献在一线，这
次代表公司送来两吨过氧乙酸消毒液，就是想
助力公交一线，让更多人关注关爱公交。”不仅

如此，从前几日开始，天津泰达洁净材料有限公
司捐赠的民用卫生口罩50000只也已经全部
送达公交二公司。“眼下津城的疫情防控形势依
然严峻，公共交通仍是市民出行的重要方式，在
这个特殊时期，公交系统的驾乘人员坚守一线
为津城市民服务，让人由衷敬佩，希望此举能为
公交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一些帮助。”天津泰达洁
净材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1月20日18时至1月21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日前，蓟州团区委联合蓟州青年志愿服务队邦均镇分队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志愿服务活
动。青年志愿者们一起在村口值守，严控村口一线，认真劝导车辆及行人按要求保持距离，排
队扫码登记，监测体温后入村。

本报记者王倩通讯员王仿仿摄

市场周边专项执法保购物安全

企业献爱心防疫物资赠公交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1月20日18时至1月21日
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
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月20日18时至1月21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88例（中国籍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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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
1例），治愈出院165例，在院23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16例）。

1月20日18时至1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2例（均为境外输入、均为中国籍），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26
例（境外输入121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7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100例、转为确诊病例19例。

第125例无症状感染者，男，29岁，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
菲律宾马尼拉。该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
1月20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4℃，申报无
症状。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滨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1月21日海关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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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
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126例无症状感染者，男，31岁，中国籍。该患者自2020
年6月起上船作业，2021年1月9日自新加坡乘坐上海远洋有限
公司中远吉达轮船，于1月18日抵达天津港码头。入境时体温
36.5℃，申报无症状。经海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滨海新区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1月20日海关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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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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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0252人，尚有43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徐杨）1月18日，天津市疾控中心在对入境新
冠肺炎阳性人员鼻咽拭子样本进行基因测序监测中，发现1株
新冠病毒为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1月21日，经中国疾
控中心复核，确认为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这是天津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首次检出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
异株，且与近期国内其他省份本地病例的病毒无关联。

该病例为我市第17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加纳阿克拉，在法国巴黎乘坐CA934次航班，于1月7日抵达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关后即被集中隔离，1月8日诊断为新冠病
毒无症状感染者，1月9日，因出现发热伴干咳症状，诊断为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轻型）。目前，该病例于我市定点医院单间隔离治疗。

该病例同航班所有旅客均按要求落实14天隔离观察措施，
隔离期间未报告异常，核酸及特异性抗体检测均为阴性。

天津入境病例中首次检出
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防

控指挥部获悉，为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
我市进一步明确2021年春节期间来津返
津“五类”重点人员健康管理措施，从即日
起实施。

第一类入境人员
针对所有我市入境人员，继续严格执

行“14+7”“铁桶般无缝管道式”科学管控，
即实施14日集中隔离，并于入境“第1日”
“第7日”及解除隔离前进行新冠病毒核酸
和特异性抗体双重检测；我市及国内其他
口岸入境来津人员，解除14日隔离后，均
实施7日居家隔离，解除居家隔离前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和特异性抗体双重检测，居
家隔离期内，一旦出现可疑症状，立即转运
至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进行鉴别
诊断。

对于入境超过21日且未满28日的来
津人员，须提供抵津前3日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对于通过“快捷通道”入境的人
员，严格实施2日集中隔离，21日内全闭

环点对点复工，第7日、第13日和第21日
核酸检测阴性后解除管控等措施。

第二类 冷链等高风险行业来津
返津返乡人员
同时，针对所有从事进口货物（含冷

链食品）装卸、搬运和运输以及口岸检
疫、边防检查、隔离转运等高风险行业的
来津返津返乡人员，须查验其抵津前3日
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不能
提供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要进行
核酸检测。
上述人员均须实施居家医学观察，其

中返乡人员管理至其返乡后14天，并每7
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其他人员管理至其
离开暴露环境后14日，并要继续实施每7
日的定期核酸检测。居家医学观察期间
应开展每日2次体温检测并向社区报告，
应尽量减少外出；如必须外出，须经社区
管理人员批准同意且外出期间全程佩戴
外科口罩。严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严禁
前往人群密集场所或歌舞厅、浴室、电影

院、网吧等密闭室内公共场所，严禁组织或
参加会议、聚餐等聚集性活动，严禁从事学
校、培训机构组织的线下教学授课或其他集
体活动。

第三类 中高风险地区来津返津
人员

具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排查发
现当日则纳入分类健康管理，提供离开上述地
区满14日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者可自由流动；
离开上述地区未满14日的人员，须提供抵津
前3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且实施集中隔离
管理至满14日，集中隔离当日及解除隔离前1
日进行核酸检测。返乡人员须于解除隔离后，
实施居家医学观察至抵津后14日，并于第14
日进行核酸检测。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医疗
机构加强针对性预检分诊和院感管理，将重点
地区旅居史纳入就诊人员流调内容。

第四类 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
来津返津人员

此外，除河北省石家庄市、邢台市、廊坊

市及北京市大兴区（此类地区将依据疫情形
势变化及时调整）依据相关要求从严管理外，
其他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市（直辖市为县区）
的低风险地区来津返津人员，应持有3日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对无法提供3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的人员，要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出具前，须实施居家医学观察。追溯管理日
期至当地报告首例散发本土病例或疫情事件
前14日内。

第五类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
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应持有7日内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并实施14天的居家医学观
察，同时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按照要求，上述所有人员均应提前3日
主动向所在村（居）委会报备。实施居家隔离
时，如不能满足居家隔离条件应转为集中隔
离；如居家隔离期内发现被隔离人员及其陪
同隔离人员擅自外出，该户所有人员将转至
集中隔离，并重新计算隔离时间。本通知中
第二、三、四、五类人员健康管理政策执行截
止日期为3月8日。

2021年春节期间来津返津“五类”重点人员健康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