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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气象

疫情快报

2月27日18时至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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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稳岗留工
补贴今起开始申报

周前期雨雪大风降温中后期气温再次回升

建设美丽“滨城”核心区 提升城市功能配套

经开区今年将新建多所幼儿园学校医院

本报讯（记者高立红）3月2日是3月公仆接待日。当日
9：00至11：30，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线
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3月2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3月2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单位
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名
朱 峰
韩学武
张志仁
刘惠杰
王嘉惠
郭鹏志
聂伟迅
密 松
陈友东
涂 强
马明扬
王旭东
信衍红
王智东
曲海富
陆 盈
张建宇
苑广睿
杨清海
张 健
宋称意
王宇娜
张少军
杨 健
苗加兴
吴秉军
郝学华
杨树海
周 路
周建军
韩晓芬
张 涵
郭 磊
高连欢
王迎秋
张天华
曹 崧
李嘉铭
王 杰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何 伟

职务
副秘书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副局长
副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一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副局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0530
82966000
29245767
59588000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98255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55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开创天津地铁建设新速度 建成后将促进津南区和中心城区协同发展

地铁6号线二期全线隧道贯通
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揭晓

张伯礼院士获选
本报讯（记者姜凝）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推选结果

2月26日在京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与王芳、朱世慧等10人获选为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
物”。张伯礼获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医传
统制剂方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现场介绍张伯礼的揭晓词中说道：“用百倍心血，开一
剂良方，他以科技手段让传统中医制剂焕发现代生机；悬一
壶丹心，济万世生灵，他用仁者大爱传中华岐黄之术造福千
家万户。”

2020“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推选宣传活动由文化和旅游
部非遗司指导，光明日报社主办，光明网、“文化强国”光明日
报协同推广平台承办，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经过光明日
报非遗传播专家委员会的严格评议，综合网友投票，2020“中
国非遗年度人物”从100位候选人中确定了30位提名候选
人，涵盖非遗传承人，策展人、企业家、艺术家，管理者，研究
者、媒体人、传播者、教育者四大类别，并最终产生10位能代
表当前我国非遗保护发展成绩的标志性人物。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2月27日18
时至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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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18时至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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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例（中国
籍1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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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例
（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12例）。

2月27日18时至2月28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50例（境外输入145例），其中
尚在医学观察10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17例、
转为确诊病例23例。

截至 2月28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1149人，尚有19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曲腾飞
孙艳丽 摄影 张磊）昨天，地铁6号线二期
工程渌水道站至双港站区间左线盾构顺利
接收，标志着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全
线隧道贯通。自2020年3月31日第一台
盾构机始发，仅用时334天，就圆满完成
26342米的盾构施工任务，比原计划提前
了近1个月，实现了2021年一季度开门
红，开创了天津地铁建设新速度，向全线通
车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
天津地铁 6号线二期工程（梅林路

站—咸水沽西站）线路正线总长14.34公
里，含9站9区间，线路途经河西区、津南
区和海河教育园区，于2019年2月4日正
式开工建设，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师生和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港新
家园等居民的交通出行压力，促进津南区
和中心城区的协同发展。
为确保项目高效推进，天津地铁集团

组织参建单位超前谋划，倒排工期，超前研
判重大风险源，优化技术方案，加大施工人
员、设备、资金等投入力度，运用“智慧工地”
管理平台等措施，攻克了“在全断面粉砂层
土质中盾构掘进”等安全技术风险高的施工
难题，严把验收关、巡查关、应急关，确保盾
构施工质量达到“四零”（零破损、零渗漏、零
缺陷、零污染）管控标准，创造了高峰期现场
13台盾构机同时掘进、最高每月管片拼装
近2000环的进度纪录。“春节期间，我们更
是积极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1000余名建设施工人员坚守现
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地铁集团有关负责
人介绍。

随着全线隧道的贯通，天津地铁6号线
二期项目建设转入二次结构、附属工程、装修
及机电工程施工阶段，地铁集团表示，将继续
组织全线参建单位加大人员、物资、设备等投
入，确保既定工期目标实现。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2月最后一天，
天气一改之前的晴好，津城迎来降水降温。
昨天早晨开始，本市出现小雨或零星小

雨，截至10时，全市降水区平均降水量0.8毫
米，最大出现在武清，为1.4毫米，中心城区降
水量0.3毫米。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市气
象台预计28日后半夜全市将出现降雪。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我市大部

分地区昨天前半夜转为雨夹雪，后半夜转为

纯雪；蓟州区傍晚前后为雨夹雪，前半夜转
为纯雪。预计此次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将
为10到20毫米，北部地区为5到15毫米，其
中降雪以小到中雪为主，北部地区预计为2
到5毫米，其他地区为1到3毫米，积雪深度
为1到3厘米。今天早晨降雪基本结束。

昨天傍晚到夜间，本市东部地区刮起5
到6级东北风，阵风7级，其他地区有4到5
级东北风，阵风达6到7级。市气象台昨天
发布了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天津海洋
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同时，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

了风暴潮蓝色预报。此次冷空气过程预计降
温幅度达6℃到8℃，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仅为
4℃，夜间最低气温，中心城区将降至-3℃、北
部地区为-9℃。

尽管此次冷空气过程降温幅度较大，不过
进入3月，春的脚步也将加快走来，冷空气降温
影响不会持续太久，2日开始到周末，气温将再
次回升，周中后期，最高气温都将保持在10℃
以上，其中，4日最高气温将升至16℃。

上图昨日，在经历一天淅淅沥沥的降雨
后，夜间开始，我市市区迎来2021年的首场
降雪。 本报记者吴迪摄

本报讯（记者 万红）作为“滨城”发展核
心区之一，今年，天津经开区将全力打造创新
创业绿色生态宜居城市。昨天，记者从天津
经开区了解到，今年经开区将聚焦核心地段、
打造城市标杆，以滨海高铁站为中心，完善周
边规划布局和功能配套，结合塘沽南站进行
系统性策划，打造多片联动、向心汇聚的城市
高地。同时，对标天津中心城区社会事业发
展水平，努力“补短板”，在教育、医疗、商业、
住宅配套、交通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
配套。

在教育方面，经开区将加快新建幼儿园、
小学建设，优化区域校网布局，并引入优质教
育资源，重点加强天碱、于家堡等新开发地区
的优质中小学教育资源导入。“目前，经开区
6岁至18岁学龄户籍人口约1.4万人，现有
中小学7所、幼儿园22所。今年，于家堡第
一幼儿园就将建成投用；天碱小学正在进行
设计，计划年内开工，建成后引入华东师范大

学等名校管理；泰达实验学校西校区也计划
于6月竣工。”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还将加快推进耀华中学滨海分校、天津
音乐学院附中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做好项目
筹备。”

在医疗方面，面向“滨城”建设新目标，经
开区将进一步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今
年，位于滨海—中关村科技园的滨海中医院
就将竣工，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医技楼、介
入中心、停车楼等项目也将开工建设。同时，
经开区还将引进一家国际化医疗机构（中加
儿童医院），推动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管理
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打造心血管病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持续推进“互联网医院”服务，推
动“线上线下、互联互通，院内院外、协同联
动”服务模式；并与海油医院、泰达医院、中海
油直升机公司合作，将“互联网医院”的可穿
戴设备推广到海上作业平台，开创立体120
联合救援的泰达模式。

在商业方面，今年，经开区将重点推动周
大福金融中心酒店装修和K11商场投入使
用。推动抖音产业园入驻环球购地下商业
街，开展线上线下同步运营，打造网红打卡
地。同时，以“亚洲杯”足球赛为契机，启动泰
达足球场周边商业提升改造，启动塘沽南站
保护性开发策划研究，丰富“滨城”居民文化
生活。

在住宅配套方面，将重点推动高铁东、中
梁滨海湾、格调林泉二期等21个在建房地产
项目建设，推动旭辉地产地块、泰达建设
MSD-I区地块等新项目开工建设。同时，从
小区环境设计、街道景观、园林绿化等方面不
断优化居住环境，并持续推动老旧小区改造。

在交通方面，将以地铁B1、Z2、Z4线建
设为契机，推动轨道交通站点、公共交通枢纽
建设，做好滨海站在交通、配套方面的升级衔
接。在重点项目上，推动塘沽南站搬迁以及
洞庭路地道工程按计划竣工。

本报讯（记者 韩雯）根据往年发案规
律，春节过后各类电信网络诈骗伎俩将“纷
至沓来”。为此，公安机关整理了节后一段
时间可能高发的六类骗局，提醒市民，“不
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三不原则千万要
牢记，切莫掉入陷阱。

骗局一“多收的话费”
春节期间，拜年电话、短信不少。节日

过后，不法分子抓住这个时机，冒充运营商
客服人员，谎称节日期间系统出错，多扣了
用户的话费，应予退回。当事主同意后，骗
子要求事主提供账号和密码。事主一旦轻
信，账号和密码就被骗子掌握。

警方提示：假冒运营商的电话往往比正
规运营商电话前多个“+”或“0”，即使运营商
真的要退还话费，可以直接充入手机号码。
一旦对方要求提供账号，肯定是骗子。

骗局二“异地消费”
“这里是某某银行，您X月X日在某

地消费XXXX元，如有疑问请马上与我们
联系。”这种异地消费的诈骗短信在节后很

常见，很多身处异乡的人在春节期间回家过
年，刷卡消费，所以不少人会信以为真，拨打
短信中的联系电话号码，按对方要求转账至
所谓的“安全账户”。
警方提示：假期过后十几天内是短信诈

骗高发期，骗子正是算准银行结算需要时间，
在此时间段发诈骗短信最容易引“鱼”上钩。
接到类似“异地消费”的短信不要轻信，即便
真在异地有过消费，账单有误的话也可先咨
询银行。

骗局三“来我办公室一趟”
诈骗分子非法获得个人信息，拨打电话

直接说出你的姓名及其他信息，并称自己是
某某领导，让你第二天早上来办公室找他谈
话。过一段时间后，“领导”又打电话，以着急

送礼等借口要求给指定账户转钱。
警方提示：春节过后，此类诈骗很有可能

出现变种，例如，“领导”以节前受害者表现不
好等为由，要求受害者到办公室谈谈，加重受
害者心理负担，提高诈骗成功率。接到“领
导”电话，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轻信，不着急，
尽量核实对方身份。

骗局四“中大奖了”
诈骗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得事主的地址

以及联系方式后，谎称事主春节期间购物中
奖，奖品往往是汽车、电脑、手机等大奖，但是
对方提出领取奖品需要缴纳所得税、支付运
费等，要求事主先汇款。

警方提示：遇到类似诈骗电话或短信，直
接不予理睬。

骗局五“快递”未取
由于春节期间不少快递都休息了，骗子

瞅准这个时机，假冒快递公司，电话通知事主
有未取的快递。随后，骗子会询问事主的姓
名、电话、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以便进一
步诈骗，甚至骗子还会称快递里有毒品等违
禁品，并转到“公检法”系统，最终，仍是要求
事主打钱。

警方提示：快递如今成为骗子青睐的诱
饵，接到此类电话，首先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
息，更不能转账，以免上当受骗，如有疑问可
以联系快递公司官方客服咨询。

骗局六被“冻结”的社保卡
诈骗分子使用拨号器撒网式拨打电话，

播放录音，称事主社保卡因骗保，需要冻结，
并提示事主电话将转入公安局或检察院，要
求事主协助办案。“公检法”工作人员则要求
事主把钱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

警方提示：公检法系统不存在所谓的“安
全账户”，听到这四个字，可以直接挂电话或
者报警。

不轻信 不透露 不转账

节后六类骗局高发三不原则要牢记

西青区利用3年
将新建74座公园

武清大黄堡湿地
候鸟超2万只

“天津师范大学服务基础教育
创新试验片区”落户北辰区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市人社
局获悉，3月1日起，企业可申报春节期间
稳岗留工补贴，期限截至4月30日。

今年1月，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印
发《支持企业外地员工春节期间留津稳定
就业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安排外省市
户籍员工留津过节的各类企业，按照每人
300元标准，按规定给予一次性稳定就业
补贴。

符合条件的我市各类企业，可在3月1日
至4月30日之间，向经营地所在区人社局申
报补贴。为最大限度方便企业享受政策，简
化办理要件，市人社局组织开发了“一次性
稳定就业补贴申报系统”（https://ljbt.
cnthr.com），即日起上线运行。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的一场春
雨中，武清区大黄堡湿地一片新绿，栖息在
此的候鸟或在浅滩和鸟岛上安全觅食，或
自由翱翔，其中有雁类、鹭类、鸭类、鸥类等
水鸟，还包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小天鹅、白琵鹭
等，总量超过2万只左右。

本报讯（记者王音）近日，记者从西青
区获悉，该区正式启动公园城市建设三年
行动，计划从今年开始利用三年时间，规划
新增公园74座，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由67.6%增加至92.6%，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由12平方米增加到14平方米，新增绿
地面积达539公顷，实现“一年再提升、两
年见成效、三年体系”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 姜凝 王音）2月27日，
天津师范大学与北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将以天津师范大学教育集团为实施
主体，在北辰区打造“天津师范大学服务基
础教育创新试验片区”，通过为该试验片区
内三所幼儿园+两所小学+一所初中+一
所完中冠名、输出附校管理、教师教育培
训、注入师大教育元素等方式合作办学，在
天穆镇构建天津师范大学附属系列学校
群。按照计划，该试验片区今年秋季将有
一所小学及一所幼儿园开学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