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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18时至1月24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时间已经到1月
下旬，“四九”也逐渐进入了尾声，但这个冬天
似乎还少一次像样的降雪。根据最新气象监
测信息分析，本周可能还真有一次雨雪过
程。同时，本周也将是雨雪、大风、降温都会
“登场”的一周。

近日大气扩散条件欠佳，利于雾和霾发
展，早晚对能见度影响更为明显。受高空槽
影响，预计25日白天将出现雨夹雪，届时北
部及东部地区降水更为有利，其他地区以零
星雨夹雪为主，气温略有回落，最高在3℃左
右。此次降水过程主要集中在25日白天，夜
间多云转晴，仍有轻雾。后续27日夜间至
28日，有一次明显天气波动，届时，较强冷空
气将会带来西北风5到6级，阵风可达7到8
级，全市最高气温也将下降至冰点附近。周
后期的29日至31日，天气以晴为主，气温再
度缓慢回升。

本周二将进入“五九”，寒冷干燥依旧是
天气主基调，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正值疫情防
控期间，市民要注意每天开窗通风，防止室内
细菌滋生。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今天，全市中小学生将正式迎来
寒假生活。市教育两委近日发布《天津市中小学寒假期间体
育锻炼、劳动教育、国防教育活动指南》，这份《指南》中的丰富
内容也成为全市中小学生统一的“寒假作业”。

据了解，《体育锻炼指南》根据年龄结构为中小学生设计了
力量、柔韧、速度、灵敏、平衡、耐力、跳绳、足球、篮球、乒乓球、
排球等多个大项的近百个练习项目，要求全市中小学生每天
上、下午各做一次广播操、眼睛保健操和校操，并从这些练习项
目中选取不少于2项作为锻炼内容，保证每天锻炼1小时。
《劳动教育指南》为小学低年级、中高年级，初中，高中4

个不同学段的中小学生各设计了16项劳动项目。其中包括
叠被子、洗衣服、收纳物品、打扫房间、了解家常菜烹饪方式等
基本生活技能，也包括垃圾分类、用废旧材料制作玩具、安装
节能灯、修理维护家居设施、对家庭装修做个性化设计等“高
级”技能。建议全市中小学生根据《指南》每天进行不少于2
个项目的劳动实践。
《国防教育指南》从“会唱国歌，了解国旗、国徽、国歌的相

关知识”到“学唱爱国主义歌曲”“阅读红色经典故事”“开展线
上‘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唱响英雄赞歌’学习活动”等，为小学、
初中、高中三个学段的中小学生各设计了6项主题活动，倡导
学生们在寒假期间积极参加国防教育活动。

根据要求，新学期开学后，全市中小学生将以视频、照片、
劳动成果的形式把这份特殊的“寒假作业”上交学校，各学校
将在班级、年级、学校进行交流、展示。

我市3天时间重点筛查任务完成

236280人全部阴性！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防

控指挥部获悉，为了切实保障全市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主动排查感染风
险，从1月20日开始，我市利用3天时间，对
部分农村地区及机场周边区域人群进行免
费核酸检测。截至目前，重点筛查任务已
全部完成，共计236280人，全部为阴性。

据悉，本次筛查依托市卫生健康委“健
康天津”App等信息化手段，充分调动我
市城市检测基地，出动2259名采样人员，
调派检验人员453名组成检验队伍，共设
置采样点位544个，对我市部分农村地区
及机场周边区域共计56个乡镇、239个
村，通过不漏一村的全员核酸筛查进行主
动排查风险隐患。

本报讯（记者 徐杨 摄影 王倩）昨天
下午，我市第二批支援河北省院前医疗急
救队首批67名队员和17辆急救及保障车
辆完成支援工作任务，平安返回天津，队员
们将按照相关要求进行隔离休整。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要求，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市急救中心在之
前组建第一批医疗急救队支援河北省邢台
市的基础上，1月11日抽调87名队员、20
辆负压急救车、1辆物资车、1辆指挥车组成
第二批医疗急救队，支援河北省石家庄市。

据第二批支援河北省医疗急救队领队、

市120急救中心党委书记吴小明介绍，医疗急
救队抵达石家庄后，第一时间纳入石家庄市急
救系统，迅速投入到疫情防控医疗转运工作
中，参与医疗转运重症患者、核酸检测阳性人
员、密接者、发热患者、隔离点重症患者等工作，
高质量、高效率完成363人次转运任务，安全行
驶30095公里，得到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救治组和河北省同行的高度认可和称赞。
“说实话，去的时候我们感觉身上担子很

重，但同样也是干劲儿十足，有信心克服一切
困难。”吴小明说，“到达石家庄后，我们结合
当地特点和转运任务，重新细化了相关流程，

加强了院感防护。刚刚抵达的前几天，天气
特别冷，但当班急救人员在完成工作后要在
室外进行洗消，这些困难我们都积极克服
了。我们这支队伍，把曾经支援武汉的英雄
们做榜样，大家的斗志都很高昂，圆满地完成
了任务。”
“我们在当地转移的患者中，最小的是一

名出生刚十天就被确诊阳性的婴儿。当晚，我
们负责将这名婴儿转运到指定医院。”市120急
救中心急救一科急救司机陈东升说，“途中，孩
子在我们急救医生臂弯里睡着了，睡得特别香
甜。我当时想，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能给石家
庄人民带来安全感，我们非常骄傲和自豪！”

据介绍，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
治组要求，1月21日，我市第二批支援河北省
院前医疗急救队已经抽调20名队员和5辆负
压急救车赶赴河北省邢台市执行支援任务。

我市第二批支援河北省院前医疗急救队

首批67名队员平安返津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记者从市
防控指挥部获悉，宁河区在对辖区某物流
公司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时，发现一批
美国进口啤酒整托外包装样本检测结果呈
阳性。该批货品未流入我市市场，已按相
关防疫措施进行处置；相关人员进行核酸
检测，已出结果均为阴性。

经查，涉疫啤酒原产地为美国，于
2020年10月20日至2021年1月6日，分
批从美国进口运抵天津港，并运至宁河区
某物流公司仓库，在对工作人员、货品及外
环境等进行核酸检测时，发现2份啤酒整
托外包装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他结果
均为阴性。1月 24日，经市疾控中心复
核，结果仍为阳性。

截至1月24日12时，已对库存涉疫货
品进行封存，未流入我市市场，已开展对该
货品及环境的终末消毒。现场工作人员均
采取了防护措施，对存在暴露风险的工作
人员及其密切接触者32人实施管控并采
样，16人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他结果
待出；对园区相关企业1066人实施居家隔
离并采样，结果待出。相关流调排查及检
测工作仍在进行中。

我市一批美国进口啤酒
外包装核酸检测出阳性
该批货品未流入本地市场

本 报 讯（记
者 徐杨）记者从
市疾控中心获悉，

1月23日18时至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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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8时至1月24日18时，我
市新增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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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例（中国籍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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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例（其中轻
型10例、普通型16例）。

第 19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该患者1月18日核酸检测阴性后，登
上中远吉达轮船。因该船下船船员及留船
留验船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该船员
在船上留验。1月23日海关实验室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就诊。胸部CT示右肺尖小结节
影，双肺细支气管炎，双上局部胸膜增厚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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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全程实施闭
环管理。

第19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摩洛哥。该患者自摩洛哥到法国
巴黎乘坐航班（AF202），于1月8日抵达天
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
症状。经海关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观察。1月14日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新型冠状病毒
IgM抗体阳性、IgG抗体阳性；1月21日鼻
咽拭子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IgM抗体阴
性、IgG抗体阳性；1月24日新型冠状病毒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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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双肺细支气管
炎、肺气肿、肺大泡，双肺细索条影，心包局部
增厚，双上胸膜局部增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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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8时至1月24日18时，我市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例（境外输入、中国籍），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32例（境外输入
127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13例（均为境外
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00例、转为确诊病例
19例。

第13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尼日尔撒哈拉沙漠Jaouro营地。
该患者自尼日尔尼亚美到法国巴黎乘坐航
班（AF202），于1月8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症状。经初
步流行病学调查及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
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观察。1
月 14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阳性（化学发光
法）；1月21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阴性、新型冠状病毒IgM抗体阴性（化学
发光法）；1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咽拭子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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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月2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0455人，尚有473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河北疫情牵动
着海河儿女的心，也牵动着天津地铁建设
者的心。1月17日晚，天津地铁10号线6
标中铁十四局项目接到增援石家庄黄庄公
寓隔离点二期工程建设的紧急通知，天津
地铁集团大力支持，统一协调，项目44名
党员群众2小时集结完毕，5小时完成筹集
物资、配备车辆，并于1月18日凌晨出发，
到达目的地便迅速投入建设。

在历时72小时的建设中，天津地铁援建
队伍完成框架15个、底槽84间、门窗8间、板
墙40多间、吊顶137间、45间墙体，展示了天
津地铁建设者“坚韧、超越、致远”的精神。

1月21日晚上，援建队伍44名突击队
员在石家庄完成两次核酸检测后，通过点
对点包车返回天津地铁10号线项目驻地，
抵津后按照有关要求进行集中医学观察和
检测。

紧急驰援河北的同时，天津地铁建设
也一天不能耽误。截至目前，地铁10号线
一期工程共有17座车站主体结构完工，12
个区间双线贯通，4个区间单线贯通，9台
盾构机正在掘进。

天津地铁建设者
驰援石家庄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新年伊始，我市
政务服务移动端“津心办”再添新气象，市司
法局旗舰店最新上线，公证办理最多跑一次、
找律师可查代理案件庭审结果“战绩”等司法
服务实现“指尖办”。据悉，目前各区各部门
旗舰店已达9家，“津心办”电子卡包增加至
30项，“津心办”将继续扩容旗舰店规模，从
“全市通办”向“跨省通办”进军。

“旗舰店”集成服务细致入微
“最新上线的市司法局旗舰店，提供了

公证办理、司法鉴定和调解预约等司法服
务。如想办理公证，线上只需四步，线下‘最
多跑一次’公证处就能领取公证书；如想聘
请律师，用‘找律师’服务，通过选择案件案
由类型、从业年限、所属事务所，不仅能找到
感兴趣的律师，还能看到律师以往代理案件
庭审结果等‘战绩’；如想申请法律援助，可
以用‘申法援’功能，在线一键提交申请。”市
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说。

为方便企业和群众“掌上办事”，“津心
办”通过设立专题旗舰店的方式集成“一站
式”服务。在“津心办”首页下方点击“旗舰

店”选项，可看到目前开设的9家旗舰店，包
括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管委、市税务局、市医
保局、市卫健委、市司法局6家市级部门旗舰
店，以及西青区、武清区、滨海新区3家区级
旗舰店。
市民可通过受理部门找到各委办局常用

的特色服务，其中，市公安局旗舰店，提供户
籍、出入境、交通等15项公安业务服务，市市
场监管委旗舰店专门针对企业经营者，提供
实名认证、文件签署、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等服
务，在市税务局旗舰店，纳税人可以进行遗失
普通发票公告查询、信用级别查询等实用事
项精准查询，还可以实时跟进各区税务大厅
办理业务等候情况，免去排队烦恼。

一号申请 一次登录 一网办理
各区级旗舰店为服务企业提供更多渠

道，推动区级政务服务跨地区、跨层级、跨部
门“一号申请、一次登录、一网办理”。西青区
和武清区旗舰店都设置了“场景办”“主题办”
专题，将办事事项分为开办类、变更类及注销
类，查找办事事项更加明晰，企业经营者可以
根据“开办民办幼儿园”“开办民办教育培训
机构”“开办养老机构”“开办旅行社”等不同

办事场景选择服务。
滨海新区旗舰店则发布了法人、个人事

项办事指南，可以在线查看事项申请条件、要
件清单、办理地点、咨询电话等信息；在“帮办
超市”，提供了43个事项的帮办服务，申请人
可以在这里“选购”服务，通过观看视频讲解
步骤，接受相关人员的“手把手辅导”。另外，
还设置“一企一证”板块，将企业办理市场准
营涉及的各单项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表格进
行同类项整合归并，切实解决了企业申请人
重复填表的问题。

市民“电子卡包”再增项
近期，“津心办”积极为市民的电子卡包

增项，在已有天津“健康码”、电子社保卡两张
卡片的基础上，增加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就业创业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测绘
作业证等4项个人证照，以及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等24项法人证照。

在“津心办”App中，点击右下角“我
的”，选择电子卡包，就能看到个人和法人
证照，还能通过搜索证件名称、按主题搜索
和按部门搜索来自定义添加，方便随时亮
证核验。

公证办理“最多跑一次”找律师可查过往“战绩”

津心办旗舰店扩容电子卡包增项
一周气象

本周或迎一次降雪
雨雪大风降温齐登场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2020年
12月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去年12月，20个国考断面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11个，占55.0%，同比持平，劣Ⅴ类水质
断面1个，占5.0%，同比降低5个百分点；主要污染物中，高锰
酸盐指数和氨氮平均浓度同比降低，降幅分别为32.5%和
45.0%，化学需氧量和总磷平均浓度同比升高，升幅为18.0%
和5.2%。

去年12月，各区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在0.76~2.13之间，水
质较好的是河西区、河北区、南开区，水质较差的后三位分别
是东丽区、津南区、滨海新区；同比变化率在-43.80%~
27.39%之间，与去年同期相比，12个区水质均有所改善；各区
出境与入境平均浓度比值在0.58~4.07之间，出境水质比入
境水质改善的前三名为武清区、河北区、宝坻区，出境水质比
入境水质变差的前三名为河东区、和平区、东丽区。按照综合
污染指数、同比变化率和出入境浓度比值三项指标进行综合
排名，排名较好的前三名为河北区、河西区、红桥区，较差的后
三名为东丽区、蓟州区、津南区。

去年12月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

我市发布《指南》中小学生有了统一“寒假作业”

每天锻炼1小时进行两项劳动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连日来，中新天津生态城教育领域
频传好消息。位于临海新城片区的幼儿园完成竣工验收，进
入开园前的审批和筹备阶段，今年上半年开园。另有一所幼
儿园将于近期启动前期建设，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工。

临海新城片区幼儿园占地面积约8200平方米、建筑面
积约7300平方米，由天津生态城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与深圳
海丽达国际幼儿教育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定位为高端民办
幼儿园。据园方介绍，该园为海丽达中福幼儿园，计划设15
个教学班，主要为国际班和双语班；同时根据区域实际情
况，幼儿园也将开设部分普惠性收费班，满足学前教育多元
化需求。据了解，深圳海丽达目前已在生态城引入3所幼儿
园和1家幼教中心。此外，位于海旭道和永盛路交口的生态
城枫叶幼儿园设计方案已经出炉，该园总建筑面积约4700
平方米，主体建筑共3层，将设12个教学班、学生规模为
360人。

一所上半年开园 一所上半年开工

生态城再添两所幼儿园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 通讯员 刘媛媛）日前，市民曹女
士手捧一面写有“尽职尽责真诚待人 服务周到态度和蔼”
的锦旗，专程赶到公交水木天成中心车队公交站，向该车队
连日来一直照顾自己和生病爱人的622路驾驶员于秀玲表
达谢意。

据了解，曹女士的爱人因生病，需要长期到中医二附属医
院扎行针，所乘坐的公交车便是622路。由于去医院的时间
比较固定，夫妻俩总能赶上于秀玲开的公交车。曹女士和爱
人都很喜欢这位驾驶员，因为她对每名乘客都十分热情周到，
经常主动帮助和照顾特殊乘客，一来二去司乘之间便熟识起
来。一次偶然机会，于秀玲得知曹女士爱人的情况，便对他们
更加关照。每次曹女士和爱人乘车时，于秀玲都会尽量把车
靠近二人停靠，并帮忙找座位，一路上，她也总是特别留意这
对夫妻。每次曹女士临下车时，于秀玲又都会特意叮嘱曹女
士等车停稳再扶爱人起身……点滴关心，让曹女士和爱人倍
感温暖。于秀玲用贴心细致的服务点亮了温馨的十米车厢，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爱心点亮车厢用心服务获赞

近日，随着北京至唐山铁路项目五标段 695 榀箱梁全部
架设完成，京唐铁路天津段全面进入无砟轨道施工阶段。京
唐铁路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
重点项目。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刘杨摄

京唐铁路天津段进入无砟轨道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