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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心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上线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3月1日，“津心办”人体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正式上线，2021年度市人体器官捐献宣传周活动同
步启动。即日起，市民可通过“津心办”App报名成为中国人
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据悉，将人体器官捐献报名登记功能纳入“津心办”平台，
是人体器官捐献报名登记方式的创新拓展，有助于进一步扩
大“红十字生命接力”品牌宣传，拓宽红十字便民服务渠道，提
升社会各界对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参与度。

截至目前，我市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报名登记29336人，实现
成功捐献1334例，捐献大器官4484个，挽救了数千名器官终末
期患者的生命。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通讯员 李颖）昨日，记者从市档案
馆获悉，为便利老年人查阅档案资料和政府公开信息，市档案
馆特别推出“老年人个性化查档服务”，提供一对一全程“陪
办”、设置老年人无障碍通道、“敬老专座”等。

服务内容具体包括：老年利用者来馆查阅优先接待，针
对操作电脑不便的老年人，采用其熟悉的传统方式，提供纸
质档案便于老年人查阅。置办老花镜、放大镜、雨伞、口罩、
饮用水、小药箱等扶老助老物品。疫情防控期间，安排专人
辅助老年人申领“健康码”，对于无法出示“健康码”的老年
人群体，设置无“健康码”绿色通道，采取人工登记或持纸质
通行证明等多种方式，方便老年人优先、快捷进入查阅服务
场所。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增设授权代理、亲友代
办等查档服务。

老年人查档案有了“敬老专座”

疫情快报

2月28日18时至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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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18时至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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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18时至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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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例，在院15例
（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2例）。

2月28日18时至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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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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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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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3月1日，我市推进
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共转办群
众信访举报件12533件。其中：滨海新区
2212件、和平区369件、河东区752件、河西
区707件、南开区834件、河北区583件、红桥
区314件、东丽区635件、西青区766件、津南
区822件、北辰区900件、武清区754件、宝坻
区829件、宁河区568件、静海区815件、蓟州
区621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件、
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
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报具
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
报》《今晚报》及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
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我市首例适用《民法典》录音录像遗嘱案宣判

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形式被认可

■本报记者杜洋洋

人勤春来早，奋斗正当时。日前，记者来
到了位于宝坻区尔王庄镇、大白庄镇的京滨
城际铁路施工现场。虽然春寒料峭，但是中
铁十八局京滨铁路二标项目的建设工地却是
热火朝天：机械的轰鸣声、工程师的指挥声，
还有工人们穿梭、忙碌的身影。
“二号正常，三号正常……”记者跟随中

铁十八局京滨铁路二标项目经理部调度刘浩

来到预制箱梁运输、架设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井然有序地进行预制箱梁运输的准备工作。
刘浩告诉记者：“我们项目部今年开工时间比
往年要早一些，2月18日就正式开工，162名
管理人员全部到岗，第一批210名施工人员
也上岗开工。标段内3处控制性点位实现全
面复工。”
据了解，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京滨城际

铁路二标段全长25.16公里，宝坻区段全长
19公里。其中，该标段最后一个未合龙的连

续梁——二跨津蓟高速连续梁，总长度为
273.5米，在京滨城际铁路全线中跨度最大，
安全风险高、施工难度大，也是目前中铁十八
局京滨铁路二标项目的工作重点。为了保证
在三月底完成合龙，各工作点位严格落实属
地管理相关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确保职工有
序上岗；采取封闭管理，科学调配机械人力，
实现工序衔接安全高效；施工管理人员还针
对控制性工程制定了详细方案，细化施工节
点，为大干快上打下基础。

记者从宝坻区高铁建设领导小组办

公室了解到，截至目前，京唐、京滨城际铁
路桥梁部分全部贯通，涉及11个街镇527
户居民和 28家企业的搬迁工作也已经全
部完成。
“春节后一开工，我和同事们就投身到京

滨、京唐两条铁路‘四电’工程用地的征迁工
作中，为两条铁路接下来的施工做好服务保
障工作。同时也为宝坻加快迈进‘高铁时
代’，实现‘枢纽之区’的发展目标，贡献一份
力量。”宝坻区高铁建设领导小组工作人员赵
明介绍说。

本报讯（记者 曲晴）2月 28日晚 10
时，我市清雪指挥部办公室下达了2021
年第1号清雪令，要求各成员单位、各区
清雪指挥部高度重视，密切关注雪情，结
合实时温度科学精准开展除雪作业，以
机械设备除雪为主、人工除雪为辅，为防
止降温造成道路结冰喷洒融雪剂，重点
对立交桥、高架桥、桥涵、匝道、坡道等关
键环节进行融雪作业，全力保障早高峰
通行平稳顺畅。

经过昼夜奋战，截至3月1日上午8
时30分，全市城市管理系统累计出动作
业人员 16205人次，出动各类清雪车辆
设备1668台次，使用各类融雪剂4900余
吨。截至记者发稿，所有主干道路、快速
路及桥梁涵洞等道路畅通，无积雪积水
现象；部分次支道路和便道积雪也在进
行清理，并同步做好雪后市容环境面貌
恢复。

又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委了解到，随着昨天清晨我市降雪结
束，截至昨天8时许，全市干线公路及县道
基本完成清雪。截至昨天中午，我市境内
各条高速公路均恢复开启。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俗话说，瑞雪
兆丰年。这场降雪给津郊大地135万亩
麦田覆盖上了一层白色“棉被”，让初春
的麦苗避寒增湿，为返青积蓄了较为充
足的水分。昨天一上班，市农业农村委
就派出了6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到武清、
宝坻、静海、蓟州、宁河等地，指导农户搞
好春耕备耕生产。

小麦栽培专家介绍，去冬今春我市麦
田有效降水稀少，土壤墒情较差，此次降
雪（降雨）正好增加了土壤水分，有利于
麦苗根系发育生长，对于即将开始返青
的冬小麦田非常有利。专家提醒有条件
的农户可以向麦田追施农家肥料，借助
降雪提高麦田肥力，促进苗齐苗壮；与此
同时，根据天气状况，利用好当前墒情，
抢播22万亩春小麦，为夺取夏粮丰收打
下良好基础。

此次降雪给静海、滨海新区大港等南
部地区的农田也带来良好墒情，对适时
种植露地蔬菜、杂粮、棉花等早春耐旱农
作物品种极为有利。目前，当地农业主
管部门正积极备好种子、肥料、农膜等农
资产品。

本报讯（记者 韩雯）随着电子产品融
入老年人的生活，对于身后事，越来越多
的老年人在订立遗嘱时选择用打印遗
嘱、用手机录音录像遗嘱。那么，打印遗
嘱、录音录像遗嘱有效吗？昨日从市高
院获悉，津南区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
判了一起涉录音录像遗嘱继承纠纷案
件，该案系《民法典》正式实施后，我市首
例适用《民法典》判决录音录像遗嘱有效
案件。
据悉，被继承人共生育三个子女，一个

女儿、两个儿子，妻子先死亡，被继承人因
患癌症于2019年死亡。在患病期间，被继
承人在其弟弟的见证下，通过录制视频形
式表示将其名下的房产在过世后留给女
儿。可是，小儿子对此有意见，在父亲去世
后，迟迟不配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于是，
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按父亲的遗嘱继承
房产。
法院经审理认为，父亲在患病期间所立

的录像遗嘱，符合《民法典》关于录音录像
遗嘱的形式要件，应为录音录像遗嘱。虽
然录像中见证人未明确其姓名和具体时
间，但录像中记录有被继承人及在场人的
肖像，且双方对录制的时间、在场人员以及
录制人没有异议，因此，法院依法认定该录
像遗嘱有效。

办案法官介绍，在《民法典》实施之前，
由于我国的《继承法》颁布年代较早，录像、
打印遗嘱等技术手段在当时尚未普及，因
此，《继承法》中明确规定有效的遗嘱形式
仅5种，分别为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
嘱、录音遗嘱及口头遗嘱，并未就打印遗
嘱、录像遗嘱作出单独规定。以往案件中
遇到录像遗嘱，只能参照录音遗嘱或者口
头遗嘱的规定主张认定。而《民法典》在保
留录音遗嘱的同时，将《继承法》中的录音
遗嘱修改为录音录像遗嘱，此外，《民法典》
还增加了打印遗嘱的形式，这为法官审理
此类案件提供了直接依据。

清扫及时出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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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牛年的第一场春
雪将津城变成银色世界，春
天的一抹绿意和满地白雪
相映成趣，更显靓丽。

本报记者赵建伟摄

昨日，伴随着一场
降雪，我市各相关部
门积极应对，保障市
民出行。

本报记者吴迪摄

自2月 28日夜间
开始，我市迎来降雪天
气。昨日，津城银装素
裹，迷人的雪景和清新
的空气给群众带来了
惊喜。

本报记者吴迪摄

国网天津城西供电公
司第一时间启动各项应急
预案，确保辖区内用户安
全可靠用电。

本报记者张磊
通讯员董开泰摄

本报讯（记者 姜凝）3月1日，教育部发布《2020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本年度各高校新增备
案专业2046个、审批专业177个，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
年限专业93个，撤销专业518个；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的新专业（2021年）共有37个。其中，我市17所高校
获批设立33个本科专业。

根据2020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涉及我市16所高校的26个专业，包
括：南开大学的“新闻学”和“网络与新媒体”，天津大学的
“储能科学与工程”和“精细化工”，天津科技大学的“食品
营养与健康”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天津工业大学的“智
能制造工程”，天津理工大学的“老年学”，天津农学院的
“功能材料”和“菌务科学与工程”，天津师范大学的“数据
计算及应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的“学前教育”，天津外国语大学的“网络
与新媒体”和“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天津体育学院的“大数
据管理与应用”，天津美术学院的“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和
“艺术管理”，天津城建大学的“人工智能”，天津中德应用
技术大学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工程”，南开大学滨海学
院的“环境生态工程”“绘画”和“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的“朝鲜语”，以及天津财经大学珠
江学院的“金融科技”。

新增审批本科专业涉及我市4所高校的7个专业，包括：
南开大学的“密码科学与技术”，天津中医药大学的“临床医
学”“中医康复学”“中医养生学”和“中医骨伤科学”，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的“航空服务艺术与管理”，以及天津外国语大
学的“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调整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涉及我市2所高校的
6个专业，包括：南开大学的“材料物理”“材料化学”“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
术”，以及天津农学院的“动物医学”。

撤销本科专业涉及我市5所高校的8个专业，包括：南开
大学的“临床医学”，天津大学的“材料化学”“微电子科学与工
程”和“信息工程”，天津理工大学的“材料化学”和“电子信息
科学与技术”，天津师范大学的“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以及
天津体育学院的“旅游管理”。

教育部发布“高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我市17所高校新增33个本科专业

录音录像遗嘱和打印遗
嘱应该注意什么？
《民法典》规定：以录音录

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
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
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
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
年、月、日。
针对打印遗嘱，《民法典》

也规定，必须要求两名以上见
证人同时在场，遗嘱人和见证
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
明年、月、日。

温馨提示

本报讯（记者 王音）近日，记者从西青区获悉，西青开发
区今年将启动大数据产业基地开发建设，着力打造西青直播
电商产业基地。

据了解，西青开发区将推进五期2.83平方公里建设实
施；启动大数据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投资建设标准
厂房20000平方米，为园区企业和社会提供数据服务。启动
智慧平台建设实施，深度推动5G、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招商引资方面，
加强对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网联车、信创产业等新兴产业
的研究和引育。

西青启动建设大数据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