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津
2021年2月4日 星期四 责编:蒋全兴 美编：孟宪东

我市五高校牵头
教育部“一省一策思政课”“定制化”服务护航智慧港口

—— 天津港智慧气象服务平台正式上线靶向开展精细化气象服务

■本报记者苏晓梅

3日上午，在天津港集装箱公司，操
作人员正远程操作轨道桥有序进行吊装
作业。
“平台为我们提供定制化服务，对气象

要素感知更精准，让我们能够更精准地进
行生产。”天津港集装箱公司操作营销部
值班经理刘红军说。

刘红军口中的平台，就是今年1月1
日正式上线的天津港智慧气象服务平台，
该平台由天津滨海新区气象局与天津港联
合开发，以大数据可视化平台为基础，融合
气象、港口等各类业务数据，具备港口实况
监测、精细化预报预警、决策辅助、短临预

报、历史气象资料查询等多项功能。
自此，天津港集团拥有了气象部门为

其“量身定制”的靶向服务新渠道。
“前一天晚上，我们就密切关注平台，

早上风力开始加大，6点10分左右达到9
级风，我们就对现场进行了停工，并持续关
注平台，9点40分，风力降到6级以下，我
们迅速组织复工，中午11点左右，风力又
逐渐加大到7级左右，又停工，12点30分
13点，风力减小，我们再次组织复工。”2月
1日冷空气影响津城，市气象台发布陆地
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刘红军说起，平台靶向
定位港区不同区域风力，帮了大忙。
“大风天气是影响港口、码头作业的重

要天气因素，而让天津港集团各公司实时

获得其所在位置实况天气，成为其科学高效
安排作业生产的重要一环。”滨海新区气象局
副局长姚巍介绍。

围绕天津港发展需求，滨海新区气象局
根据港区业务布局布设了8套七要素自动气
象观测站，实现了对主要港区、锚地等监测全
覆盖，并将天气实况信息回传速度从分钟级
升至秒级。
“这使业务平台对天津港区内局地性、短

暂性、极端性天气的‘捕捉’能力大幅提升。”
滨海新区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沈岳峰介绍。

正因为此，在2月1日大风还未抵达天
津之时，天津港集团各公司就抢抓时间开展
作业，并迅速对吊装设备、集装箱货堆等实施
加固措施，全力保障生产安全。

而关于这类生产及调度建议，天津港无
需再等待区气象局发送短信、传真或电话提
醒，打开平台“精细化气象预报预警”页面，各
公司未来7天的气象风险均以“绿、黄、橙、
红”四色指示条标出等级。

姚巍说：“这种将气象预报转化为风险提
示的服务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港口调度决策
辅助能力。”
“平台对提高码头作业效率具有实际意

义，企业能通过精确到1公里和分钟级的风
险提示在大风减弱的空档期抢工序，适时开
展码头作业。”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业务
经营部综合业务副经理呼莉莉介绍，平台上
线月余，手机端公众号已注册800多名实名
用户。

疫情快报

2月2日18时至2月3日18时

我市无新增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
中心获悉，2月2日18时至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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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日18时至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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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例（中
国籍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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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例，在院18例（其中轻型7
例、普通型11例）。
2月2日18时至2月3日18时，我

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136例（境
外输入131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13
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03
例、转为确诊病例20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77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第18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第18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第1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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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 10664
人，尚有41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徐杨）昨晚，记者从市防
控指挥部获悉，静海区在对静海镇胡家园
村口流动摊贩所售进口冻带鱼进行核酸检
测时，发现冻带鱼及外包装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已按相关防疫措施进行处置，相
关人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中，已出结果均
为阴性。

经查，涉疫货品为进口冻带鱼，原产地
巴基斯坦。涉疫货品自天津口岸入关，后
转运至津南区某冷库，1月25日销售至该
流动摊贩。该摊贩于1月27日至2月 1
日，在静海区内采取自驾面包车流动方式

进行销售。2月2日，静海区现场采集3份
冻带鱼、外包装及外环境样本，2名暴露人
员样本，发现2份冻带鱼及外包装样本核
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他样本检测结果为
阴性；2月3日，津南区采集30份冻带鱼、
内外包装及外环境样本，2名暴露人员样
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截至目前，该批货品已销售863箱，津
南区已对剩余564箱进行封存，并对销售货
品进行追踪，已完成对该货品及相关环境的
终末消毒。再次采集该批次冻带鱼及其他
进口冷链食品样本70份，64份检测结果阴

性，其他检测结果待出；采集相关从业人员样
本99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2名暴露人员及
其密切接触者2人均实施集中隔离，采集密切
接触者样本2份，检测结果待出。

静海区对车内剩余货品进行了封存，
并对销售货品进行追踪；已完成对该货品
及车辆、销售人员住所环境的终末消毒；再
次采集车辆及住所剩余货品、外包装、外环
境样本26份，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对2名暴
露人员和追踪到的2名购买者均实施集中
隔离，采集购买者样本2份，检测结果均为
阴性。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通讯员吕福鑫）
临近春节，为方便返乡人员持有效核酸证
明回家，消除留守工地人员的顾虑，中建一
局华北公司项目部组织“归乡通行证”活
动，项目部邀请核酸检测机构进工地，上门
为项目管理人员和工友做核酸检测。
“项目部把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请到

施工现场帮我们做采样，既方便又安全，还
不耽误干活，真的太暖心了。”现场工人
说。检测前，项目部开展了测温登记工作，
确保每个工人档案完整。检测期间，在项

目管理人员的组织下，工人们有序排队、保
持安全距离、领取检测盒，工人在等候区戴
好口罩，并间隔1米排队。

本报讯（记者姜凝）教育部近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一
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工作的通知，为2020—2022年“一省
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任务作出明确部署，并列出任务清单。在
任务清单中，天津市获批项目为“思政课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建
设”，牵头学校为天津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
大学、天津科技大学。
“一省一策思政课”集体行动将持续深化新时代高校思政课

改革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关键课
程的作用，在省级层面打造一批品牌工作项目，推动形成全党全
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
课的良好氛围。

■本报记者 房志勇

1月25日,有市民向本报热线23602777反映，海河东路光
华桥畔人行道地砖缺失，影响通行。

接到反映后，记者赶到海河东路光华桥，沿亲水平台台
阶走向人行道，可以看到护栏与围墙间有一段路面没有地
砖，缺失范围6平方米左右，黄沙裸露在外。居住在附近滨
河庭苑的市民温先生告诉记者，“这个情况存在有一段时间
了。近期也没见这里有施工迹象，看情况也不像人为偷盗
损坏。这么长时间，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见有人维修？”温先
生质疑道。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市道路桥梁事务中心，该中心工作人
员查看后回复，此处尚未移交，管理权不在他们中心。记者随
后又联系了属地河东区城管委，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现场查
看。截至发稿前，该路面已经由负责海河东路一侧人行道设施
的该区城管委整修办修复完毕。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日前与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宣布将
共同成立国科泰达科创母基金，聚焦国家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和
天津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
制造、环保新能源等行业发挥基金市场配置资源优势，推动科技
创新成果产业化。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首家中央
级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代表中国科学院统一负
责对院直接投资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经营性国有资产行使出
资人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保值增值责任，旗下拥有联想控股、中
科集团、东方科仪、中国科传等一批知名企业，截至2020年底，
其管理的中科院经营性国有资产总额超过9100亿元，已投基金
总规模超1700亿元，直接持股企业50余家，监管企业900余
家，其中上市企业43家。

双方将通过共同创设联动创新母子基金、共同推动优质项
目合作落地、共同探索建设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共同探索科技金
融创新服务、共同探索构建高端科技智库生态等方式，推动中科
院的科研成果在天津落地孵化，以科技创新引领资本运营、赋能
新兴产业，共创“资本助力、平台支撑、产业集聚”新局面，实现各
方互利共赢。

国科泰达科创母基金作为双方战略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国科控股旗下中科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和泰达控股旗下天津
津联国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入合作共建。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为减少疫情传
播风险，我市积极引导群众就地过年。为
了给广大留津的外地乘客一个温馨、暖心
的春节体验，天津地铁精心策划了“一封家
书”活动。

乘客可前往指定车站，免费领取定制
信封，将饱含自己对家人思念深情的信件
投入专属信箱，运营集团将定期收集信件，
通过邮局寄往您家人的手中。活动时间：
2021年1月30日（腊月十八）至2021年2
月4日（腊月二十三）。活动地点：天津轨
道交通下瓦房、凌宾路、金钟河大街、鞍山
西道、塘沽站站厅。

同时，乘客也可前往上述车站，在“留
言板”上写下自己的新年祝愿，并可在“留
言板”前合影留念。定制信封限量1500
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 通讯员 焦轩 李书月）临近春节假
期，为给市民打造安全、畅通出行环境，1月30日至31日凌晨，
公安交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秋冬季交通安全整治“铁拳”行
动，严查酒驾、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据了解，行动中，现场共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426起，其中，酒后驾驶违法行为27
起、醉酒驾驶违法行为10起。

1月30日21时，交警河西支队小海地大队在河西区洞庭路
珠江道交口设置点位治理酒驾违法行为。其间，一辆号牌为“津
JUY7××”的白色丰田小客车沿洞庭路行至治理点位时，在看
到前方由交警拦检后立即靠边停车，然后试图倒车驶离。交警
看到该车的可疑行驶轨迹后，立即对车辆进行拦检。该车驾驶
人见状立即下车逃跑，最终还是被及时赶到的交警拦下。经呼
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查，该男子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
660毫克，涉嫌醉驾违法。

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春节假期临近，交警将持续开展针对酒
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行动，为市民打造一个平安、祥和
的春节氛围。此外，提示广大驾驶人，临近春节，亲友小聚有所
增加，高兴之余更要从安全出发，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对社
会负责，真正做到开车不喝酒、酒后不驾车。

留津过年写“一封家书”
天津地铁替您送回家

为了使留津员工安心过年，位于西青开发区的
康婷生物集团，为春节不返乡的300余名员工发放
“留岗红包”和面食、酱货等十余种年货。

本报记者吴迪摄

我市一批巴基斯坦进口冻带鱼
及外包装核酸检测出阳性

核酸检测进工地

为工友送上“归乡通行证”

国科控股与泰达控股
共同成立国科泰达科创母基金

海河边人行道地砖缺失有碍通行
河东区城管委：接到反映快速抢修

记者视线

遇交警拦检下车就跑
现场“吹酒”数值660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进一步落实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重
大国家战略，全力服务好北京，蓟州区将充分利用发电厂清洁热
源，积极谋划实施“引热入京”工程。

蓟州区现有大唐盘电、国华盘电两座大型热电厂，每年产生
大量热能源，这些热能属于清洁能源，性价比高。2020年，蓟州
区大力实施热源输出工程项目，成功实施了蓟宝热电项目，把热
电厂的热能通过长输管线，向宝坻城区和蓟州区南部提供了
1300多万平方米清洁热源，替代了大量煤炭，保护了大气环境，
一举多得。

据了解，2021年，大唐盘电、国华盘电两座大型热电厂将实
施技术改造和扩容等项目，供热面积有望扩大到7000万平方米
作用，清洁热源非常丰富。为此，蓟州区主动和北京热力公司对
接，积极谋划通过兴建长输管道输送热源到北京市通州副中心，
给当地提供充足的清洁热源。同时，蓟州区还将计划把两大热
电厂的热源提供给毗邻北京的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县等地，以减
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量，让京津冀三地居民共享
清洁热能，共护湛蓝天空。

蓟州区规划实施
“引热入京”工程

地铁春运期间强化疫情防控

接触频率高设备
每小时清洁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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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辰区果园里社区志愿者和就地过年的在津
务工人员一起包饺子，畅谈天津的发展变化，憧憬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王洪新摄

日前，南开区向阳路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联手向阳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公安南开分局向阳路派出所，在冶金里
社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员核酸检
测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轨道
交通运营集团获悉，今年春运期间，将进
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确保乘客放心
出行。

所辖车站、列车均严格落实清洁消
毒作业标准流程，车站内乘客接触频率
高的设备1小时清洁1次，公共卫生间
擦洗、喷洒消毒每2小时1次；每趟列车
到达终点站后对车厢地面进行喷雾消
毒、运营结束回库后对空调出回风口及
扶手、座椅、车窗、侧墙等与乘客接触部
位进行清洁消毒。

所辖车站均开启全新风模式，每周对
车站运行的集中空调系统的组合式空调
机组、空气处理机、过滤网、静电灭菌装
置、送/排风口进行消毒。同时确保列车
内通风设备正常运转，能够输送充足的
新风，滤网保持清洁，并保证车辆电热设
备功能完好，车厢内温度适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