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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2月4日18时至2月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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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8

时至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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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8时至2月5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99例（中国
籍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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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例，在院16例
（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9例）。

第19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摩洛
哥阿加迪尔。该患者自摩洛哥阿加迪尔经巴黎转乘航班
（CA934），于1月28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7℃，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东丽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隔离观察期间无不适表现。2月4日，
隔离第7天新冠肺炎病毒鼻拭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胸部CT示双肺轻度细支气管
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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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4日18时至2月5日18时，我市新增1例无症状感
染者（境外输入、中国籍），累计139例（境外输入134例），其
中尚在医学观察1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06
例、转为确诊病例21例。

第13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埃塞俄比
亚亚的斯亚贝巴。该患者自埃塞俄比亚经巴黎转乘航班
（CA934），于2月4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3℃，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西青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2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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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 172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
17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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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4例无症状感染者符合出院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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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0772人，尚有44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门诊大病用药纳入基层数字健共体服务范围

“云药房”方便居民复诊用药
本报讯（记者 徐杨）脑卒中、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

慢性病，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重点保障病种。记者昨日从
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市基层数字健共体已将高血压、糖尿
病、脑卒中、冠心病四种门诊大病的治疗用药纳入“云药房”
服务范围，已签约家庭医生的参保人通过“云药房”购药，最
高可享受80%的报销比例。目前，全市46家已签约建设数
字健共体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正在陆续开展该服务，方便居
民复诊用药。

家住西青区中北镇的刘先生患有脑卒中和高脂血症，需
要定期复诊、按时服药控制病情。近日，他如常来到中北镇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复诊。与往常不同，这次刘先生取到的药品
由基层数字健共体的“云药房”提供，他也成为我市首位享受
“云药房”服务的门诊大病患者。

去年11月，和平、南开、西青三区与微医集团签约建设
数字健共体。市卫生健康委为加强基层数字健共体“云药
房”规范管理，要求基层数字健共体内药品供应保障，提高
百姓取药服务获得感。基层数字健共体“云药房”不仅衔接
二三级医院的用药目录，药品种类超过3000个，还提供诊
后的用药指导服务，确保患者按时、按量合理用药。此外，
“云药房”还将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审方相结合，从用法用
量、药物相互作用、禁用慎用药等方面，对每一张处方进行
审核，并设有事前提醒、事中预警、事后审核服务，确保用
药安全。

■本报记者王睿

2021年春节越来越近了，成品油市场
需求渐入高峰。

作为驻津央企、也是津城成品油主要
供应商，这几天，天津石化上千名一线员工
加班加点、精心备战，提前启动“春节增产
保供模式”，确保节日期间我市及周边地区
成品油稳定充足供应。
“调度您好，一整列罐车装车完毕，

检验合格，具备出厂条件。”2月 1日早
晨，在天津石化炼油部汽油槽车栈台，炼
油部油品车间汽油栈台操作班长刘震正
在向运销公司调度报告装车情况。随

后，一列满载着2100吨汽油的油罐列车
缓缓驶出……
炼油部生产科科长郭海东告诉记者，

眼下日均出厂汽油7550吨，较往日明显增
加，市场需求量涨了，自然要通过增产来应
对，“不过增产不仅是量上的加码，它需要
一系列措施来支撑，涉及硬件设施、工艺参
数、产品结构等，每一项都关乎油品收率。”
郭海东介绍，天津石化产出的汽油以

供应华北区域为主，同时覆盖西北和华东
地区；航煤主要供应天津机场、北京首都
机场和大兴机场。据测算，眼下汽油市场
用量较大，对此，天津石化调整生产方案
和产品结构，采取降低航煤加氢装置加工

量、降低两套常减压装置柴油干点措施，保
证汽油装置高负荷运行，有针对性地满足市
场需求。

一边说着，郭海东一边带记者进入
CCR2联合中控室。只见炼油部联合九车间
副主任胡光亮目不转睛地盯着2号催化装置
操作盘上的参数，不时下达调整汽油干点的
操作指令。“我们现在对生产汽油的2号催化
装置加大了从稳向优调整力度，从优化催化
原料入手，提高催化剂单耗调整其活性、改
善催化原料性质，为多产汽油创造条件。”胡
光亮说，汽油干点每提高1℃，汽油收率就提
高近0.4%，目前，天津石化汽油产量已从此
前的每天5500吨增长至8000吨。

除了在生产上发力，物流和运输保供也
及时跟进，拓宽装运能力。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天津石化成品油出厂方式分为管输和火
车装运，为做好春节保供，近日又新投用一处
火车装车栈台，同时将一条输送石脑油的管
线临时调整为输送汽油，这让天津石化汽油
物流日供应能力增加了4000吨。

天津石化炼油部经理周晓龙表示，成品
油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和战略物
资，成品油市场供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事关民生福祉，天津石化将统筹做好资
源调运的协调与衔接，高效完成成品油保
供任务，输出清洁优质油品，为市民出行提
供保障。

千人备战日产汽油8000吨
——记者走进天津石化直击春节成品油生产保供一线

■本报记者宋德松

“这市场是最能体现年味儿的地界儿，
尤其到了这时候，每个人都不少买啊。”春节
临近，在河北区汇光里菜市场，张秋杰的菜
摊最热闹。大大的摊位上摆满了各式各样
的蔬菜，除了一些白菜、青椒、西红柿等大众
菜，还有冬笋、茭白这样的南方菜，在他的菜
摊边上，里外里挤满了人。“响应号召今年咱
也不回老家了，过年就在菜市场赚钱！我想
着今年就地过年的人多了，买菜的肯定少不
了，我索性上了好多菜，品种也增加了不少，
估计差不了。”张秋杰手里忙活着，嘴里不闲
着，一边算账一边招呼客人。
“小张，您给我把这些菜称一下。我

最近学了不少新菜，你这还真都有我需要
的食材，眼看快过年了，老伴儿也给出了
单子，让我采购齐了。今年你不回家过年
就好办了，缺嘛菜直接过来买。”顾客陈大
爷是菜摊的常客，每次来都会和张秋杰聊
几句。

今年30出头的张秋杰是山东聊城人，
五年前带着妻子来天津租了市场里的一个
摊位做起了卖菜生意。“今年春节我肯定不
回老家了，我们计划着年三十早点收摊，初
一晚点出摊，毕竟这一年到头的都是三四
点钟就起来上菜，挺辛苦，过年了也得让自
己歇歇，回味下‘赖被窝’的感觉。”小张有
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要说不回老家过年
心里有点遗憾，毕竟除了父母，三岁多的孩
子也在老家呢，确实挺想他们的。不过现
在疫情防控形势挺严峻的，咱作为一个‘新
天津人’可不能给政府添乱，等疫情好点，
再回去也不迟。”

市场里的人也多了起来，两口子热情
地给大家介绍、出主意，称重、装袋，整个流
程一气呵成。别看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都
是大包小包，心满意足。记者还了解到，像
张秋杰这样春节不回家的商户在整个市场
占了相当一大部分，大家说这是用实际行动
响应国家号召，真正做到“帮忙不添乱”。
“针对今年的特殊情况，我们市场也

做了挺多准备工作。在进一步加强防疫
工作的同时，对于留守商户，节日期间我
们还会提供热水、饭餐加热等服务，并会
为商户提供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用品，确
保商户无忧经营。”汇光里菜市场负责人
崔连方介绍说。

春节不回家
卖菜生意忙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市
巡游出租汽车行业“巡网融合”项目新闻发布
会上了解到，前一阶段，我市深入开展“提升
服务品质、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治理活动，我

市交通运输行业通过实行投诉直办机制、建
立完善出租汽车驾驶员信用体系等措施，一
方面严格执法，一方面优化服务，2020年每
万趟次巡游出租车运营投诉件数同比下降

59.6%，群众乘车满意度大幅提升。
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介绍，围绕

“车、人、企”三个关键要素，我市相继出台了
“车辆规定”“驾驶员信用积分考核办法”“企
业责任实施细则”和“企业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办法”。车辆方面，明确信息化设备配备，规
范运营车辆车型；驾驶员方面，通过“计分”和
“亮星”的方式进行考核，让乘客对驾驶员服
务质量一目了然，提升全行业整体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万红）记者从天津市巡游
出租汽车行业“巡网融合”项目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随着天津市出租汽车行业“巡网
融合”项目昨天正式上线，市道路运输局与
高德地图合作开发的“天津出租”App也同
期正式投入使用，将实现我市巡游出租汽车
智慧化调度、智慧化接单和智慧化管理。今
后，市民出行打车将更加方便。
“有了‘天津出租’，我们就能把乘客的

打车需求与路上巡游的每一部出租汽车整
合到一起，点网结合、精准对接，既为出租车
提供更多订单，也为乘客提供更多选择。”市
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介绍，“通过‘天津
出租’呼叫到出租车的乘客能直接看到推荐
路线和费用预估，防止被绕路或多收费。即
便是路边打车的乘客，上车后也能扫描车内
‘智慧码’，提前预知‘路线’‘费用’。软件接

入的也都是具备从业资格的合法驾驶员，还设
置了‘随机人脸识别机制’，会不定时要求驾驶
员进行人脸识别，识别有误的将停止对其派
单，有效打击非法运营行为。”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天津出租”不向驾驶员收取信息服务等
费用，运营收入全部给到驾驶员。

记者了解到，目前“天津出租”已接入高
德地图、支付宝等App，市民也可在手机应用
商店搜索“天津出租乘客端”进行下载。在
“天津出租乘客端”App上首先可以看到手机
定位周围的车辆情况，也是在输入起终点后
便会显示出推荐路线、预估费用等信息。更
重要的是，一旦叫车成功，页面上不仅能看到
车辆和驾驶员的基本信息，还会直接显示出
被叫出租车驾驶员的星级等信用信息。
“这也是为何在部分网约车平台也可打

到巡游出租汽车的情况下，还要研发‘天津出

租’的原因之一。”市道路运输局副局长张捷
告诉记者，在“天津出租”上应用数据是共享
的。“驾驶员资质、车辆资质、星级标准都会推
送到运营平台，为乘客提供放心、透明的服
务。比如，乘客呼叫到的是评分‘一星’‘二
星’这样信誉较低的驾驶员，那乘客就有权拒
绝，而且不算在无故取消订单次数内。特别
是近期，我们还会把驾驶员的健康码大数据
推送到平台端，确认绿码方可出车服务，让市
民打车更安心。运营平台收集的服务评价信
息也会归集到行业管理部门，作为驾驶员服
务考核的重要参考指标，实现管理数据与服
务数据的双向动态应用。”

刘道刚表示，此前，“天津出租”已试运行
了5个月，其间已经有近2万部巡游车加入了
“天津出租”，司机平均每日增加2至5单。“目
前，不方便使用手机软件叫车的老年人等乘
客可以拨打96880叫车。后续，我们将继续
完善‘天津出租’，比如，计划实现‘大字版’叫
车软件、‘数字扬招站’等便利老年人打车的
功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公共交通出行需
求，把城市名片擦得越来越亮。”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委了解到，为规范客运市场秩序，保障市
民出行安全，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联合市公
安交管局建立协同监管工作机制，将在春运
期间联合开展“春雷”专项行动，严查五大违
法行为。此次“春雷”行动将持续至春运结
束，持续严厉打击涉及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的
违法违规行为，让“黑车”无处遁形，让出行安
全放心。

据介绍，此次“春雷”行动将重点对五大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包括无资质从事运
营的“黑客运”车辆，特别是7座以上小型客
车；包车从事班线运输的“黑班线”车辆；长途
班线车辆站外停靠、配载旅客、违规载货行
为；重型货运车辆无资质运营、改装拼装行
为；“百吨王”严重违法超限超载运输车辆。

2月4日，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重案组及
河东支队、天津交警河东支队骑警队、公安公
交总队地铁天津站所、安全保卫支队等多方
执法力量，在天津站区周边开展了一次高质
量打击黑客运车辆行动，为“春雷”专项行动
打响了第一枪。当天行动共查获天津—蓟
州、天津—迁安、天津—大同、天津—邯郸4
部“黑客运”车辆，涉及司乘人员合计28人，
所有车辆均不具备运营资质，乘客均未依规
落实进站安检措施和相应疫情防控措施检
查，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出租汽车行业转型升级 推出“巡网融合”项目

“天津出租”App上线运行

2020年每万趟次巡游出租车
运营投诉件数同比下降59.6%

让运营“黑车”无所遁形
多部门春运期间将

联合开展“春雷”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日前，在人行天津分行和市财政局
的指导推动下，我市一家小微企业通过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
务平台，快速获得300余万元贷款，标志着天津首笔全流程线
上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业务成功落地。

此次通过政府采购合同融资成功的企业，是一家主营园
林绿化的小微企业，多次中标政府采购项目，信用记录良好。
近期，该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光大银行通过中征平台关注到其
融资需求，查询到该企业在平台上的具体中标及合同信息，基
于政府采购信用，快速为其开启了绿色通道，运用“阳光政采
贷”产品及时为企业输送资金活水，贷款利率较普通贷款利率
降低了1个百分点。

据介绍，中征平台全流程线上“政采贷”业务立足政府采
购项目，可实现政府采购相关业务数据通过中征平台与金融
机构自动化传输交互，有效提升金融机构的审贷时效，满足了
政府采购供应商“短、频、快”的融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小微
企业获贷门槛。自去年12月天津市政府采购合同线上融资
业务系统正式对接上线以来，人行天津分行联合天津市财政
局、金融局下发了推广“政采贷”融资模式促中小微企业发展
的通知，指导推动辖内金融机构为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中小
微企业精准提供融资支持，促进天津市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

基于政府采购信用 降低中小微获贷门槛

天津线上“政采贷”业务落地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根据
疫情防控要求及我市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自昨天起，各客运
站及客运企业有序恢复进出黑龙江省（除绥化市、哈尔滨
市、齐齐哈尔市）、吉林省（除长春市）、河北省（除石家庄市、
邢台市、保定市）、北京市（除大兴区）、上海市（除黄浦区、宝
山区）部分地区的往返省际长途客运班线及省际包车；各区
交通（运输管理）局恢复办理天津往返以上地区的省际客运
包车业务。

我市有序恢复进出黑龙江、河北等
疫情低风险地区班线及包车业务

53岁的暴占民和48岁王秋菊是中国一冶隆升家园保障房的水电工，
来自河南省安阳市，是一对夫妻，2018年他们来到了天津，今年由于疫情原
因决定留下来在津过年。为了这项民心工程建设，暴占民夫妻俩已经连续
3年没回老家过春节了，他说，家里上到86岁的老娘，下到2岁的孙子都非
常希望他能回去，但今年情况特殊，晚回去一段时间，对自己、对他人的健康
都是一种保障，同时也是一种责任。

临近春节了，暴占民和王秋菊反复检查着保障房内的电路和供水设备，
确保电路消防安全，水管低温下不被冻裂。今年隆升家园保障房就将完工交
付，700余户居民即可入住新家，想到这里，暴占民觉得自己留下来很值得。

上图中国一冶的项目经理为他俩送来新春礼物，让他们感到家的温暖。
右图暴占民在手机上通过视频的方式看望孙子。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王建英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