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

查获假阿迪耐克
立案调查“李鬼”驴肉本报讯（记者苏晓梅）“3·15”晚会曝光

“瘦肉精”羊肉后，天津市市场监管委高度重
视，连夜组织对全市大型农贸批发市场开展
紧急排查，截至昨天6时，我市各大农贸市场
上市批发交易的羊肉货源主要来自我市（北
辰）、河北省（唐山、保定、唐县、定州、香河、沧
县）和北京市等地，暂未发现“3·15”晚会曝
光的天一肉联厂羊肉。入场批发交易的羊
肉“两证”齐全，未发现违法违规行为。
监管部门对金钟、何庄子、红旗、韩家

墅、金元宝、范庄子等大型农贸批发市场排

查是否销售“3·15”晚会曝光的天一肉联厂
羊肉。属地市场监管干部结合各市场羊肉上
市交易时段，开展夜查，严格检查上市批发交
易的羊肉是否随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畜
禽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合格证明》等“两证”，并
聘请第三方检测机构跟随抽检。

下一步，天津市市场监管委将组织全系
统在重点夜查基础上，以农贸市场和羊肉销
售者为重点，持续开展羊肉市场专项检查，严
查“瘦肉精”羊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保
障我市羊肉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在“3·15”期间，
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围绕“守护安全，
畅通消费”主题，发挥“大市场”执法优势，
连续开展食品、服装、不正当竞争及价格违
法等多项涉及民生领域的专项执法行动。

3月11日，执法总队会同宝坻区局执
法支队在商标权利人配合下，对位于宝
坻区新开口村的一个制假窝点进行突击
检查，现场查获大量非法制售的假冒知
名运动品牌服装。经清点，依法扣押了
印有“NIKE、FILA、PUMA、ADIDAS”等
商标的侵权T恤9837件，“NIKE、FILA、
PUMA、ADIDAS”商标标识13657个，用
于制造商标侵权产品的烫印设备2台。
目前，已对涉案企业立案调查。

此外，执法总队近日集中力量对食品
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突击检查，其中对14
家驴肉经营单位进行检查，并对其所经营
驴肉的动物源性成分进行抽样检验，执法
人员依法对检验结果判定不合格的3家驴
肉经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同时，对突击检
查中发现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北辰区某肉
联厂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依据《天津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对未落实“不得主动向
消费者提供一次性餐具”的规定且拒不改
正的1家餐饮单位进行处罚。

我市连夜排查“3·15”晚会曝光“瘦肉精”羊肉

暂未发现被曝光的天一肉联厂羊肉

本报讯（记者万红）日前，天津市消费者
协会接到消费者投诉称，去影院观看3D电影
时，影城不提供免费3D眼镜或标注“3D眼镜
收费”等信息，要求消费者自带或在影城购
买。在全市各区消协联动开展的“观看3D电
影服务是否提供免费3D眼镜”专项调查中发
现，我市多家影城存在上述行为，涉嫌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昨天，天津市消协公开约谈
了我市不免费提供3D眼镜的部分影城，并对
这一行为发布了劝喻函。
天津市消协认为，部分影城在3D观

影服务中不免费提供3D眼镜，涉嫌侵害了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
得质量保障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
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天津市消协表示，提供3D眼镜保证消费
者正常观影，是影城3D电影服务必备环节。
3D眼镜的使用、清洁、消毒等成本应已包含
在电影票价中，所以，提供免费且质量合格、
安全卫生的3D眼镜是经营者的应尽之责。

天津市消协约谈不免费提供3D眼镜部分影城

提供免费3D眼镜是经营者应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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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份我市CPI环比上涨0.8%
同比降0.1% 继续保持下降态势

持续优化区域政务营商环境 创建全链条无人工干预

生态城政务新模式掌上办自助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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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3月15日18时至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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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18时至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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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5日18时至3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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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例（中国籍1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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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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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籍 1例），治愈出院
200例，在院17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
型15例）。

第21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巴西累西腓市。该患
者自巴西转机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
（AF202），于3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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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静海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3月13日，患者
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9.2℃，伴畏寒、咽
干、咳嗽、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即由

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3月 14
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新冠
病毒血清抗体检测结果为 IgM阴性、
IgG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
医院治疗。患者胸CT示双肺多发实
变、磨玻璃密度影及索条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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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
管理。

3月15日18时至3月16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69例（境外输
入164例），尚在医学观察22例（均为境
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23例、转为确
诊病例24例。

第16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美国洛杉矶。该患者自美
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 3月 15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5℃，申报1月11日境外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
后，即由120救护车转送空港医院进一步
排查。

3月16日，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为阳性，新冠病毒血清抗体
IgM、IgG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即由120救
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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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3月16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
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1659人，尚有
54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了2月份我市及各区环境空气质量
状况。2月份，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为5.05，同比上升10.0%；达标天数18
天，同比持平；达标天数比例为64.3%，同
比上升2.2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1天，同
比持平。与去年同期相比，PM2.5和CO浓
度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6.3%和26.3%；
PM10、SO2、NO2和O3浓度均同比上升，升
幅分别为41.9%、25.0%、25.0%和19.2%。

据了解，2月份，各区空气质量综合
指数在4.85—5.77之间，按照综合指数和
综合指数改善率各占 50%权重进行排
名，排名较好的区为河西区、和平区和滨
海新区，较差的区为津南区、东丽区和宝
坻区。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昨日获悉，在
“生态城政务”平台原有功能基础上，生态
城从企业需求出发，对服务场景进行优化
提升与智能创新，创建全链条无人工干预
的“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率先推出
“掌上办”“自助办”，持续优化区域政务营
商环境。

此次“生态城政务”与我市“政务一网

通”平台实现了系统、资料、账号通用，“政务
一网通”平台用户可直接登录生态城移动政
务系统掌上办事，无需重复注册、重复上传资
料。据了解，通过“生态城政务”小程序，办事
人可在手机端随时随地完成12项高频事项
的掌上申办。在信息填报环节，小程序自动
读取企业在云端资料库中的资料，并引导申
报人填报，已上传过的附件不必重复上传。

填报后，办事人可随时查看办理进度、接收办
理提醒。此外，小程序还与新投用的智能工
作台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审批结果将以二维
码形式发送到办事人的手机端，办事人在线
下智能工作台自助打印许可结果，实现从“指
尖”到线下的联动闭环。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智慧政务的“新品”，
此次投用的智能工作台具有自主申报、智能

预审、服务事项立等可取等功能。其中，“立
等可取自助打印”是生态城在全市率先实现
的政务服务功能。办事人只需通过手机端或
智能设备将申请材料扫描上传，后台工作人
员就能立刻审批，并将结果回传至手机端或
智能工作台。办事人凭回执单上的二维码，
现场领取审批结果，整个过程最长不超过30
分钟。

日前，由中建五局三
公司承建的腾讯天津高
新云数据中心项目首座
厂房完工，建成后将成为
全国性云计算中心和云
服务平台的重要支点，全
面支撑腾讯华北地区所
有业务，同时辐射全国的
互联网用户。

本报记者张磊
通讯员温馨摄

腾讯 天津
云数据中心
初具规模

2月份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状况公布

本报讯(记者 陈璠)记者从天津港保税区获悉，中储粮（天
津）仓储物流有限公司物流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目前已经进入桩
基施工阶段。该项目全部建成后，总仓容可达70万吨，成为京
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浅圆仓群。

中储粮（天津）仓储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
粮油产业园，占地169亩，资产总额4.7亿元，现有25米直径超
高架空式浅圆仓32座。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正在建设
中的物流项目将进一步扩大其仓容规模，同时辅以先进的科技
储粮技术和设施设备，可有效提升其服务保障京津冀地区粮食
安全能力。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京津冀地区规模最大的浅圆
仓群，可为其他粮油企业提供中转服务，进一步助力天津港保
税区粮油产业加快调整结构，延长产业链条，推动转型升级。

京津冀规模最大浅圆仓群开建
位于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粮油产业园
将有效提升保障地区粮食安全能力

本报讯（记者王睿）作为京津冀季节调峰主要气源，大港油
田储气库群自2020年11月启动采气生产以来，为百姓温暖过
冬保驾护航，截至目前，20.06亿立方米天然气平稳顺利输送到
华北地区千家万户，采气量创20年来最高纪录。

在本轮冬供中，大港油田储气库群连续67天保持在日采
气量2000万立方米以上高位运行，首次单日产气量突破2683
万立方米，创下历史日采气量最高值。近日，随着我市发布延
长供热通知，大港油田储气库群积极履行“错峰填谷”任务，做
好集注站和单井设备设施的全面排查和保温，开足马力保障天
然气安全平稳有序供应。目前，库群日采气量保持超过1100
万立方米运行。

大港油田储气库群采气超20亿立方米
创20年来最高纪录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天津市第十一届中小学生“自
强之星”寻访活动正式启动。该活动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少
工委、天津桃李源文化基金会指导，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天津市少年宫）承办。

据了解，天津市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已连续举办十
年，目前已成为全市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项品牌活动。
今年“自强之星”寻访活动将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广泛开展，我市在
校中小学学生且成绩良好；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品行端正，
热心活动，开朗活泼，乐观向上；有突出的自强事迹并在所在区、
学校内产生较大反响的学生均可通过毛遂自荐、他人推荐、学校
推荐等形式报名参加。此外，传承良好家风、体现良好家庭教育
的“阳光家庭”的寻访也同时开启。详细内容请关注，天津桃李源
文化基金会公众号及小程序：数字艺术展。自荐材料可发送至：
huodongbu@cntycc.com，活动咨询电话：27353486。

本报讯（记者张璐通讯员赵志龙）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
队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2月份我市CPI环比上涨0.8%，
同比下降0.1%。1—2月份，我市CPI比上年同期下降0.4%。

从环比看，在保供稳价政策作用下，2月份我市CPI环比上
涨0.8%，比历年春节所在月份的涨幅略低。食品价格上涨
2.5%，对总指数的贡献率约为52.5%，其中水产品价格上涨
9.4%，鲜菜价格上涨7.7%，鲜果价格上涨7.5%，上述三项共影
响CPI上涨约0.53个百分点；鸡蛋、猪肉供应逐渐宽松，价格分
别下降8.4%和 4.7%，两者合计影响CPI下降约0.11个百分
点。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5%，其中旅行社收费、汽油价格分
别上涨10.9%和3.5%。

从同比看，2月份我市CPI继续保持下降态势，构成居民消
费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呈现“四涨四降”，其中教育文化和
娱乐、食品烟酒、生活用品及服务、居住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1%、1.6%、0.4%和0.1%，衣着、交通和通信、其他用品和服务、
医疗保健价格同比分别下降4.2%、2.5%、2.1%和1.1%。本报讯（记者姜凝摄影谷岳）“倒地是要

有一定技巧的，若有运动协调与防护能力，会
防止很多损伤，从而避免意外事故发生……”
这是前天下午在天津市第一中学体育馆讲授
的“运动协调与防护能力体育课（柔道项
目）”。当日，天津体育学院与天津市第一中
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由此开启共建运动协
调与防护能力教学平台，双方通过共建特色
体育课程体系、搭建双向师生交流平台、建设
特色体育竞赛体系等，推广中华传统体育文
化，提高青少年运动安全防护意识与能力。
根据合作内容，双方将借助体院的中国

柔道学院国家政策、资源优势和人才力量，
为一中提供体育教学和人才培养相关政策
咨询、课程管理与技术指导，以提升在校学
生体质和体能水平，提升安全意识、安全技
能、安全能力，打造天津市特色体育安全课
程模式，探索线上课程开发。一中每年选派
一定数量体育教师赴天津体育学院进修、访
学，并选拔优秀者加入天津体育学院参与体
育专项课程建设工作；体院每年选拔一定数
量优秀毕业生到一中实习实践。

天津体院与市一中
共建特色体育课程体系

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启动
寻访“阳光家庭”同时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