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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2月16日18时至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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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18

时至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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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18时至2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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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例（中国籍
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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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例，在院12例（其
中轻型4例、普通型8例）。
2月16日18时至2月17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141例（境外输入136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7例（均
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12例、转为确诊病例22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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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例无症状感染者、第136例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

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2月1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0982人，尚有31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发挥积极财政政策 精耕细作支农资金

“真金白银”铺就农民增收路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今年是“十四

五”的开局之年，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
我市将持续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坚
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助力广大农民增
收致富。

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就必须找到
行之有效的招法，我市将紧紧围绕惠农富
农政策、农业产业融合、农民就业创业、困
难群体帮扶四个关键环节，持续投入财力
为农民增收“铺路”“搭桥”。

“十三五”时期，我市每年安排惠农富农
政策资金10亿元，向普通农户、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等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粮食
作物种植补贴、棉花种植补贴、农业保险保
费补贴，为保护于桥水库生态水源和大黄
堡、七里海湿地生态环境作出贡献的农民提
供补偿资金，实施成效看得见摸得着。

近年来，市财政局积极争取中央财政
资金，努力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
“牛鼻子”，着力打造宝坻区、宁河区2个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蓟州区出头岭镇等5个
农业产业强镇，以及1个奶业产业集群，大力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每年还安排财政补助资金约0.5亿元，推行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三结合，积极促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与发展，助力农
民拓宽增收渠道。

与此同时，市财政积极提供结对帮扶困
难村产业帮扶项目资金12.5亿元，全力扶持

117个农业产业项目带动农民增收，确保困难
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全市农民平均水
平。对新招用困难村劳动力就业的企业，按照
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对在村镇建厂或设立车间一次性新招用
困难村劳动力的企业给予3万元奖励；对困难
村劳动力新创办企业、农村合作社或个体工商
户的给予一次性3000元创业补贴。财政部门
用心用情用力稳住农民收入，兜住了农民增收
底线，为“十四五”开好局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王睿

“大沽口海事局指挥中心，新年好！
‘九头蛇’号LNG船即将靠泊南疆港区天
津LNG接收站，港务人员已就位。”“收
到，新年好！请注意靠泊速度及角度，有
情况随时联系。”

大年初三一早，作为华北冬季保供重
要的清洁能源供应基地，在国家管网集团
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津
LNG）码头，伴随指挥人员的指令，装载着
6.6万吨LNG的“九头蛇”号LNG船缓缓
靠泊……

天津LNG港务监督向伟亮告诉记者，

“九头蛇”号是春节期间天津LNG为保障华
北地区清洁能源充足供应而接卸的大型
LNG船，“这批能源卸货后，天津LNG接收
站的LNG库存量将超过14万吨，能让大家
用气无忧、温暖过年。”

14万吨是什么概念？向伟亮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按照每户居民每月用气30立方
米计算，14万吨LNG可满足100万户居民6
个月的用气需求。

采访中，记者在工艺区、分输站、维修车
间和槽车加注区看到，到处都是天津LNG
人忙碌的身影。这几天，天津LNG气、液态
外输24小时不间断，确保清洁能源外输安
全平稳。

天津LNG仪表监督李宵负责检查LNG
码头机柜间的设备通讯情况，常常是一艘船
刚刚离泊，另一艘船的靠泊手续就要开始办
理了，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已经连续两个
春节没回家了；巡检员敬桂宾的工作是检查
LNG储罐各表位数据，他每天都要爬上爬下
52米高的LNG储罐，节日期间也不例外。
相当于近20层楼高，那是天津LNG最高点、
也是风最大的地方……

今年春节，百余名一线天津LNG人坚守
在天然气保供前方，家在异地的员工也纷纷
响应号召留津过年，并表示可随时到岗。用
他们的话说：“为温暖千家万户，我们始终
‘在线’。”

■本报记者苏晓梅

大年初三10时15分，市公交集团第
二客运有限公司保养车间里好不热闹。修
理工们有的蹲在车旁更换轮胎，有的爬上
车顶检查空调暖气，有的钻进黑黝黝的作
业沟修理底盘……机工、电工、胎工、漆工
等十几个工种，40多名修理工各司其职，
对公交车仔细检修。
为保障津城公交车正常运行，公交车

修理必不可少，他们披星戴月与公交车为伴，
春夏秋冬与各种维修工具为伍，默默用技术
和汗水为运营车辆保驾护航，春节期间更是
丝毫不肯懈怠。
“虽然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但想到自己

的工作能为市民平安出行保驾护航，辛苦点
也值了。”31岁的李岩是保养车间的轮胎组
组长，这个春节假期，他一直坚守在自己的岗
位上。
“春节期间公交不停运，轮胎日常例检尤

为重要，这直接关系到乘客的乘车安全，绝对
马虎不得。”别看是“90”后，但2014年参加
工作以来，李岩已和公交车打了7年交道，颇
有经验。
“冬天，大型公交车会变得‘娇气’，我们

就得尽全力把车抢修出来，让它正常运行。”
李岩麻利地修补着轮胎，身上穿的维修工装
和手上戴的手套已经满是油泥。

自从成为公交修理工，李岩愈发理解
乘客和驾驶员们面对故障车辆时的心情，
也愈发感受到这份工作的责任之重。每
年春节，他都会许同一个新年愿望：每一
辆故障车都能修好，每一名乘客都能平安
回家。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2月13日，国网天津电力正式启动
2021年春节期间电力需求响应，用“真金白银”鼓励企业在春
节假期用电，响应规模将创历史新高。

据了解，国网天津电力促成与市工信局联合出台电力需
求响应长效支持政策，需求响应期间企业降低的用电成本全
部由政府“买单”。预计本次春节期间天津市16个区、2万用
户参加电力需求响应，比去年提升120%，实现用经济激励的
手段鼓励企业春节期间不停工，有力支持外地务工人员春节
期间稳定就业、留津过年。
“电力用户可以通过天津市能源供需互动服务平台，依照实

施细则，便捷高效地完成自主申报，参与需求响应。每响应1千
瓦时将获得1.2到2元补贴，预计响应期间可降低用户用电成本
约500万元左右。”国网天津电力营销部市场处副处长李野介绍。

为保障春节期间电力需求响应顺利实施，国网天津电力
通过智慧能源服务平台，超前开展春节期间电力供需平衡预
测，将为用户提供实时用电数据监测分析服务，精准引导客
户实施需求响应。本次需求响应还将保障天津地区2台热电
联产机组连续稳定运行，为打造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用能体系
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陈忠权

大红灯笼挂起来，农家院饭菜香味
飘出来，人人笑容露出来……

大年初二，在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
芳峪村，只见村口大红灯笼高高悬挂，家
家大门上贴着大红春联，山乡里的特有
年味儿扑面而来。

中午时分，走进“吉如院”农家院，香
气扑鼻，10多种农家饭菜摆满了餐桌，
有小鸡炖蘑菇、铁锅鱼、炒柴鸡蛋等，还
有年糕、发糕、杂粮面馒头等主食，游客
们吃得特开心。吃完饭稍事休息后，游
客们就纷纷走到室外分散开，在村里的
老街上、公园里散步，呼吸着山乡清新的
空气，感受山乡浓浓的年味儿……

游客李先生高兴地说，春节期间到
蓟州农家院过春节特开心、特安心，这
里饭菜可口，住得舒服安全，每个房间
最多住两人；农家院厨房实行明厨亮
灶，食材都来自知名品牌企业，吃着放
心；客房、就餐大厅等每天按时消毒，确
保了环境无忧。

下午 2 时，走进相邻的“长寿
村”——毛家峪，这里的年味儿正浓，家
家户户玻璃窗上贴着喜庆的窗花和大红
的“福”字，年轻的游客们在登山，中老年
游客骑着自行车在漫游，一对对情侣们
在山谷里散步。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锁告
诉记者，春节期间，全村有12户农家院
接待游客，每天数量大约在500人次左
右。为服务好游客，农家院节日餐桌主
打营养保健纯天然，有羊肉萝卜汤、丹参
炖鸡、红豆粥等。为丰富旅游内容，让游
客满意，还推出了一起包饺子、赶大集、
赏民俗等特色活动，特受欢迎。与此同
时，实行错峰就餐、分餐制、公筷制，不聚
群、不扎堆，安全有序，让游客们在山村
农家院快乐过大年。

■本报记者孟若冰

“孩儿他爹，那节《名画中的瘟疫史》公
开课你学完了吗？想着看啊，开学咱都得
考！”这个春节，宁河区苗庄镇苗枣村农民
于桂军可忙了，不仅要督促儿子做好寒假
作业，自己和丈夫马云胜也要抓紧一切时
间复习预习，备战开学后的考试和新课程。

今年43岁的于桂军是苗枣村土生土
长的农民，家里有三亩桃树地、玉米地。
前些年，她除了干农活儿，有时也去打零
工，有时干环卫，有时干绿化，总之，从来
不闲着。

2014年，她开始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有时去养老院给老人们包包饺子、过个生

日，有时带点桃子去慰问消防战士，也没啥。”
于桂军说得轻描淡写，但实际，每当养老院有
需要时，她必到。每年自家桃子熟了，她会第
一时间给养老院和消防战士送去，一送就是
几大筐，一坚持就是7年。

接触久了，跟养老院的老人们处出了感
情，于桂军为老人们考虑得更多了，“村里老
人基本每天都是坐在一起晒太阳，有的甚至
没人管，更谈不上啥照顾了。我要能弄个服
务点，把老年人都聚在一起就好了。”

正当她不知从哪开始使劲时，在高职任
教的妹妹带来的一个消息，为她打开了全新
的一扇窗。“高职扩招！是不是意味着咱也
能报名？”于桂军说，她寻思这可是个大好
事，就是不知道只有小学文化的自己能不能

考上，但既然有机会，还是决定拉着丈夫一
起试一试。
“我一看有个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有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就它了！”决定了就玩
命干，问准妹妹买了几本辅导书，于桂军与丈
夫点灯熬油学起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于桂军与丈夫
都被录取了，她是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丈夫
是数控机床专业。“太惊讶了！没想到我俩都
考上了！得好好珍惜机会，多学一点是一
点！”每每提起学习，于桂军劲头可大了。
“你看，我期末考试前的小考都是100分

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期末加上平时最后
90分呢！是优秀！”她高兴地向记者展示着
成绩单。
“这个春节得注意疫情防控，也不能串亲

戚，正好就学习吧！”于桂军说，大家商量着，
每天最少学俩小时，学多了有奖，学少了得惩
罚，丈夫儿子都还挺起劲儿的。

温暖千家万户，我们始终“在线”

■本报记者孟兴

大年初四，记者来到位于武清开发
区泉发路的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血必净生产大楼。工作人员已经陆续返
岗，开始投入生产。车间内，制剂部部长
助理宋艳艳、灌封班长赵玲玲和配液班
长刘军正在各自负责的区域忙碌着。
“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对整条生产

线上的容器具和罐体进行清洁和调试，
确保接下来的投料、配液等生产环节能
够按时有序进行。”在四楼制剂生产车间
旁的控制室，宋艳艳告诉记者，“现在就
是通过控制系统对生产线上的每个罐体
进行清洁和灭菌处理。”

随后，三人换上专业的工作服进入
洁净区内，用事先调配好的消毒剂对生
产环境进行清洁消毒，并对相关容器具
擦拭、浸泡、冲洗、灭菌。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潘勤说：“血必净今年的生产任务将比
去年增加20%至30%，2月份计划生产
420万支，因此，春节前我们就把上半年
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采购基本做
完，节日期间，工作人员提前回到岗位上
开始生产，保障疫情用药的供应。”

■本报记者吴巧君

这两天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五一镇雨夹雪，气温骤降。
“保加利亚南部地区属于地中海气候，这个季节的天气就像
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这是天津食品集团保加利亚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林

耀民昨天通过微信语音告诉记者的。
正值国内新春佳节，记者问林耀民“有没有倍思亲”，他

笑着回答：“目前天津过来的中方团队有3人驻守，大家在年
三十晚上按中国习俗包了饺子吃。来久了，也习惯过这边的
节日了。这里春耕备播在农历春节前就开始了，今年我们自
种大田预计在8.5万亩，小麦、油菜已种植完毕，目前忙着在
耕地，为3月中旬种向日葵做好准备，所以一忙碌起来，思亲
情绪就可以消散一些。”
“在万里之遥的欧洲种地，效益如何呀？”
“这个效益分两块，从经济效益说，去年我们在9万亩土

地上收获了小麦、油菜、向日葵、玉米、苜蓿草等2.5万吨，价
值4000多万元，主要在欧盟地区销售，疫情发生前，我们有
1.7万吨的玉米销回中国。另外，就是社会效益，我们作为‘一
带一路’倡议与‘农业走出去’的践行者，同时也是‘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的推动者，使命光荣，所以我们的工作意义深
远。”林耀民在微信那边笑声爽朗。
在采访最后，林耀民告诉记者：“今年4月初，我们将首次

引入插秧技术种植天津小站稻，让这里的人们吃上来自中国
的香甜软糯的米饭。”

■本报记者姜凝

“您这葡萄规范化栽培做得不错，藤枝修剪得够整齐，不像
过去种植过密又枝蔓杂乱。近期注意要给芽头抹萌芽剂，对，就
这样喷，让芽头苏醒发芽整齐……”眼下正是春耕生产的关键阶
段，昨天上午9时，在北辰区双街镇设施葡萄种植户朱大姐家的
连栋温室大棚里，天津农学院园艺园林学院教授田淑芬边向朱
大姐讲解着葡萄生产田间管理的注意事项，边手把手示范操作。
“以前种葡萄只想着多收成，一根枝条上好几个芽，结果

互相抢营养、挂不住果，品质老上不去。现在用田教授教的
方法改良葡萄架、进行疏花疏果，一根枝条上就留2个芽，这
样种出来的葡萄更能保证品质，而且6月底、7月初上市，比传
统露地种植提早一个月，去年‘维多利亚’卖到8元一公斤、
‘夏黑’卖到15元一公斤，现在每年葡萄收入能占家庭收入一
半以上，都超过在外打工收入了。”朱大姐开心地说。
“您放心吧，只要按科学的标准化种植方式，今年您家还

能丰产丰收。年后我就开办一个春季种植管理的培训班，您
也来听听吧。”田淑芬邀请道。“好嘞，一定去！现在遇上涉及
葡萄的问题，大伙儿都相信田教授……”朱大姐爽快应下。
近11时，在滨海新区茶淀街农户张宝金家的温室大棚，

一根根采用限域栽培的葡萄蔓迎着阳光爬满了架子，一个个
翠绿的萌芽绽放其间。
“这棚里湿度才15%可不行，至少要达到50%，现在正是

葡萄萌芽时期，最需要水分，要一天两次浇水，要不发芽不整
齐……”听着田淑芬的建议，张宝金忙拿笔记下来，“看见田
教授来，我就知道葡萄有救了！这种‘阳光玫瑰’可好吃了，
去年市场上卖到80元一公斤呢。”
“我们还准备在本地葡萄产区进行现代葡萄种植的智能

信息化提升改造，目前设计已经完成，年后开始动工，可大幅
降低葡萄生产中的用工管理成本，解决农户劳动成本高的问
题。”田淑芬告诉记者。

提前回岗位
保疫情用药

农家院里
过个快乐年

春节假期，滨海新区大港小王庄镇
现代农业基地培育的草莓、西红柿等十
多个果蔬新品种喜获丰收。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宗焕明摄

愿每名乘客都能平安回家

这对儿夫妇不串亲戚紧学习

小站稻种到了保加利亚

人勤春来早葡萄增收忙

助企不停工电力出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