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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2月23日18时至2月24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成绩明日开通查询

学党史 感党恩 跟党走

新学期第一节思政课这么上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摄影 谷岳）“牛年

到，精神爽，思政旋律又唱响，今天我们聚一
堂，唱唱学习党史的新感想……”昨天，在天津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年1班新学期的第一节
思政课上，来自该校四年级的学生何宇翔作为
“特邀嘉宾”，为大家表演了快板《牛年到》。精
彩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同学们，我们都知道今年是牛年，那大家

放假的时候有没有看新闻，知不知道习近平
爷爷在牛年之际，鼓励我们要有‘三牛’精
神。”快板表演结束后，思政教师王欢为学生
们详细讲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发扬为
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
黄牛的精神”，并通过学、讲、颂、绘等形式，带
领学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学生知党史、
感党恩，争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接班人。

课上，同学们讲述着自己提前准备好
的党史故事。同学们跟随着一个个生动
的讲述，一起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
来，一段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和波澜壮
阔的奋斗历程，感受当下美好幸福生活的
来之不易。

我市加快推进绿化建设

新建提升各类绿地241万平方米

打造北方“番茄小镇”
■本报记者陈忠权

早春时节，武清区河北屯镇肖赶庄村
温室大棚的番茄即将进入采收期，100多个
温室大棚里种的都是番茄，只见一人多高
的番茄秧上缀满了一个个绿中泛红的果
实，令人欢喜。
河北屯镇土壤肥沃、水质良好，30多个

村庄主要种植番茄，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番

茄种植基地。为提高小镇番茄口感和内在质
量，在市农业农村委大力帮助下，武清区助力
该镇打造北方番茄小镇，大力发展绿色有机
种植，推广口感番茄生产，让这里的番茄全面
提档升级，提质增效，为全市果蔬高质量发展
开辟新路。

一大早，武清区蔬菜技术推广站专家肖
建中、杨国宁带领技术人员来到这里，指导菜
农利用自然光照加快果实成熟，确保番茄口

感和内在质量更佳。
肖赶庄村番茄虽有较高知名度，质量也

不错，但菜农们常年种的番茄，基本凭借传统
手段，加之新品种少，番茄口感和内在质量都
需要再提升。

肖建中打开手机，把一种叫口感番茄的照
片传给菜农们观看，他告诉菜农，这种番茄叫
口感番茄，在种植过程中需要控制浇水量和施
肥量，不使用农药，以确保番茄更香甜、更好
吃，满足年轻消费者生食，价格高于普通番茄
几倍，生产效益非常好，这种绿色生态种植方
式，对保护周边生态环境也非常有益。

菜农郑忠伟紧紧握着肖建中的手说，特
别感谢专家来到温室大棚传经送宝，大伙儿
都特别受益，种口感番茄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不用着急。我们将邀请市农业农村委

口感番茄栽培专家来村举行现场科普，一
起帮助你们种好口感番茄，增加收入。”肖
建中说。

本报讯（记者曲晴）日前，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自
去年以来，我市建成区新建提升各类绿地241万平方米，超额
完成原计划150万平方米的任务。今年，我市将继续加快推进
绿化建设，备受市民关注的梅江公园二期工程项目持续加强现
场施工进度和质量、安全管理，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开放。

此外，我市积极推进柳林公园、新梅江（解放南路中央绿轴）
等立项、建设等工作，提升绿地总量。优化公园布局，坚持“因地
制宜、见缝插针”，规划一批小型的公园，让群众更方便到达。积
极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探索“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平台
的创设，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引导广大群众履行植树义务。

全国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发布

我市5个区入选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住建部、工信部、民政部、中

国残联和全国老龄办发布表彰全国无障碍环境市县村镇的决
定，天津5个区入选。其中，滨海新区、河西区、河东区、津南
区入选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市县村镇名单，和平区入选
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达标市县村镇名单。
“十三五”期间，天津市政府修订颁布《天津市无障碍环境

建设管理办法》，为推动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迈向法治化、制
度化奠定了基础。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修订发布《天津市
无障碍设计标准》，并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提高我市无障
碍设计水平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
理的通知》，推动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工作。

2020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北辰区宝坻区荣膺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日前，中央农

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下发关于通报表扬2020
年全国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的通知,通报表扬106个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我市北辰区、宝坻区成绩突出，光荣入选。

2020年，北辰区累计建成农村户厕15210座、农村公厕
140座，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100%。建成19座农村污
水处理站并全部投入运行，铺设污水管网近300公里，实现规
划保留村生活污水永久治理。2020年，宝坻区建立了垃圾分
类展厅，22个村96个居民小区设置分类垃圾桶8000个，实
现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行政村覆盖率达到100%。全
区全域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
到100%，完成改造户厕15.7389万座、公厕236座，669个现
状保留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卫生厕所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
考试院获悉，2021年天津市硕士研究生招
生考试初试成绩，将于2月26日上午10：00
开通查询。报考我市招生单位的考生，可登
录招考资讯网（www.zhaokao.net）查询本
人成绩。其他查询方式和查询时间，请考生
查看第一志愿招生单位发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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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2月23日
18时至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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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日18时至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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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例（中
国籍1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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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例，在院
13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9例）。

第20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赤道
几内亚。该患者自赤道几内亚转机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
（AF202），于2月19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
常，申报无异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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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患者出现发热伴咽干后转送至
空港医院就诊，当日查胸CT示双肺间质纹理增多、两肺多发索
条影；2月2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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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20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CT新见双肺下叶多
发实变影、磨玻璃密度影，右肺上叶小泡性气肿，左上肺斜裂局部增
厚及索条影，经专家组讨论将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转为普通型。

2月23日18时至2月24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48例（境外输入143例），其中
尚在医学观察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17例、转
为确诊病例23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8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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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1083人，尚有21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上午，当记者
来到天津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物捷三堆
场时，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局集团公司）天津货运中心工
作人员正忙前忙后为今年开行的第60列
中欧班列进行着最后的准备。安全检查、
防控消杀、吊装作业，一个个集装箱被稳
稳吊装到铁路专用车底上。随着11：00的
一声汽笛，满载汽车、家具和日用百货的
中欧班列顺利发出，前往蒙古国。
看着班列缓缓驶出，天津货运中心新港

营业部经理孙凯脸上露出了笑意：“算上这列，
今年以来，我们天津地区发往满洲里、二连浩
特、阿拉山口的中欧班列已达到60列，同比增
长8.2%，日均1列，大多最终到达蒙古国和俄
罗斯。截至2月23日，北京局集团公司累计
开行了77列中欧班列，我们占了绝大部分。”
孙凯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北京局集团

公司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一方面保障安全
运输，开辟中欧班列受理绿色通道，不断加
大班列开行力度。“比如，我们跟天津港各码
头公司、船公司、货代建立了联系机制，班列
货物船期、靠泊时间、卸船进度等信息都能
动态掌握；还在天津港航运中心开通了中欧
班列铁路受理服务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
也与天津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协调配合，提
高口岸通关效率，全力保障中欧班列能够稳
定开行。”
在万嘉集运物流（天津）有限公司多

式联运部主管边疆看来，中欧班列具有时
效快、全天候、装卸便捷等优势，更能实现
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和国家的市场互补，
促进产业对接，促外贸，更好地服务“双循
环”。“比如，这列班列上，就有我们5个箱
子，是从韩国、东南亚运往蒙古国的二手
汽车、食品、日用品等，都是当地市场所
需。”边疆说，“这两年，中欧班列服务不断
优化，现在我们班列的货物都是‘船边直
提’，从码头直达铁路堆场，整个业务操作
时间从之前的2到 3天缩短到了3个小
时。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的发运量同比提
升了50%左右。”
“今后，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欧班列服

务，持续根据客户需求优化班列开行方案，
对中欧班列优先承运、优先装车、优先挂
运，加强与天津港集团、天津海关等相关单
位和部门的协调合作，全力畅通这条国际
物流大通道，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孙凯说。 昨天上午11时，满载汽车、家具和日用百货的中欧班列从天津新港发出。 本报记者张磊摄

北京局集团公司天津货运中心 畅通物流网服务“双循环”

日均一趟中欧班列
直通蒙古国俄罗斯

我市开展电梯
“按需维保”试点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委了解到，我市已经开展电梯“按需维保”
试点，随着试点推进，今后，电梯维保费不是
以上门维保时间来定，而是以电梯维保质量
的高低来定。

小区里的电梯维保谁来当主体、如何公开、
如何监督等是市民最关心的话题。记者从市市
场监管委了解到，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市电梯保有量逐年增长，
截至2020年12月，全市共有注册电梯118209
台，较2019年增长了10105台，增长率为9.3%。

现行“按规维保”是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
规范《电梯维护保养规则》规定的时限、维保项
目等要求，不论什么电梯，均“一刀切”实行15
天一次维保，这对电梯质量好、使用频次低、维
保到位的电梯和其使用管理者、维保者不公平。

按照2020年8月发布的《市市场监管委
关于印发开展电梯“按需维保”改革试点工作
方案的通知》，目前，我市已在滨海新区、津南
区、北辰区率先启动电梯“按需维保”改革试
点工作，首批12家维保单位、40家使用单
位、1561台电梯已试点开展按需维保。

记者了解到，今年，市场监管部门还将
开展电梯维保质量抽查，将覆盖全市各行政
区约1000台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