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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提示

疫情快报

3月16日18时至3月17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3月16日18
时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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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18时至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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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例，在院
16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14例）。

3月16日18时至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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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例（境外输入165
例），尚在医学观察17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29
例、转为确诊病例24例。

第17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国西拉法
叶市。该患者自美国芝加哥经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于3
月15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经初步流行
病学调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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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空港医院检测新冠病毒IgM、IgG结果均
为阳性，3月16日空港医院新冠病毒鼻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胸部CT示双肺间质纹理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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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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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例无症状感染者、第151例无症状感染者、第152例
无症状感染者、第153例无症状感染者、第154例无症状感染
者、第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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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1740人，尚有62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记者岳付玉

在天津，有一位“90后”小伙靠直播工
作车间里的生产现场，吸引了12万“粉丝”，
为天津静海企业招聘近300名蓝领工人。
这个小伙名叫赵中立，2017年进入天

津西青区一家劳务公司工作，被派驻静海
区最大的自行车厂做车间驻场管理，也就
是帮厂子招工，并为招来的工人提供对接

服务。静海区是全国知名的自行车、电动车
生产聚集地，对蓝领工人的需求量巨大。

在直播平台上，做招聘直播的人很多，赵
中立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除了平台流量加持，
也跟他本人对信用的呵护、对服务的用心分不
开。他只直播工作环境、流水线上的具体操作
情况等等，从不转发其他不相关的段子。他说，
务工环境、待遇等情况的客观真实，是招聘业务
的生命线，绝不能推介假场景假信息，绝不能坑

任何一个想找工作的“老铁”，久而久之，口碑
好，声誉佳，“老铁”们自然就信任。去年至今，
他一个人已经通过直播平台招工近300人。

招来了工人，还得想方设法把人留下
来。小赵在服务上做足了文章。他每天都跑
车间，拍视频，做直播，了解招来员工的诉求，
帮他们尽早融入当地生活。“我不能把人招来
就不管了，我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他们。
把人家的心暖住了，人才愿意留下来。”

小赵通过直播吸引的求职“老铁”越来越
多，为天津企业招聘的工人日益多了起来，
他自个儿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他为自己
的工作“利人利己利城市”而自豪。

本报讯（记者陈璠）昨天，国家发展改革
委发布调价信息，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
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
定自2021年3月17日24时起上调成品油
价格。

按照国家规定，我市 89号汽油（标准
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由 8170 元调整为
8405元，提高235元；0号柴油（标准品）每
吨由 7190 元调整为 7420 元, 提高 230
元。其他品质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也相
应调整。

我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
升分别为：89号汽油6.27元，上调0.17元；
92号汽油6.77元，上调0.19元；95号汽油
7.15元，上调0.20元；0号柴油6.41元，上调
0.20元。

此次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是 2021 年
的“五连涨”，也是自2020年 11月 19日以
来的“九连涨”。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
轿车计算，这次调价后，加满一箱92号汽
油多花9.5元左右，较“九连涨”之前多花66
元左右。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盖帅 马慧
超）日前，记者从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
了解到，截至2021年3月15日，中石化天
津LNG接收站已累计对下游管道供气达
200亿立方米。自2018年3月12日正式
对外管道供气以来，天津LNG接收站已
投产满三年，连续保持安全生产运行
1133天，日均气态天然气外输量超1700
万方，累计接卸LNG船舶281航次、接卸

LNG超 1850万吨，泊位利用率达75%，居
全国首位，成为保障华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
主力军。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自投入运营以
来，不断提高生产运行管理水平，投产三年
来，天津LNG接收站的管道供气量从2018
年的29.6亿方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80.9亿
方，逐渐成为中国石化最大的气源地。因华
北地区用气需求增长，中石化天津LNG接收

站生产量快速攀升、屡创新高，供气量日高峰
达3034万方，装车量日高峰达382车，实现
了单月接卸11船的纪录。“目前，处于冬季保
供收尾阶段，为持续保证华北供气平稳，中石
化天津LNG接收站日均外输量相当于3天
外输一船LNG，我们目前也是平均3天接卸
一船，也就是说我们站里LNG的外输量和进
口量是相当的，接收站一直处于高效率运转、
满负荷运行状态。”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
运行处副站长郑清鑫告诉记者。

图为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正在进行
LNG接卸作业。

（图片由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提供）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投产满三年

累计外输天然气突破200亿方

保供气
底气足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天津市消费
者协会发布了《钟表业经营服务质量规范》
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该标准在一定
程度上填补了天津市钟表业经营服务规范
的空白，将可为规范钟表业经营服务提供
参考依据，让消费者在购买钟表商品时更
加安心、放心。
近年来，钟表尤其是手表消费越来越

多且价值相对较高，但同时钟表销售及维
修市场也存在维修手表价格过高等问
题。为了规范钟表行业服务，提高行业服
务质量和水平，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天
津市消协联合天津市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技术研究院、天津市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公
司共同制定了《钟表业经营服务质量规范》
团体标准。

记者在标准中看到，其对钟表商品的产
品质量标准做了规范，规定企业在经营过
程中销售人员在售卖商品时要作出真实、
详细的介绍，在客户投诉处理方面也进行
了规范。比如，走时误差超出商品说明书
明示的标准，防水性能与商品上标注的标
准不符，及商品说明书所列性能故障。商
品自售出之日起7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
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商品自售
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

选择换货或者修理；在三包有效期内，因非
人为因素导致的性能故障，在该品牌授权
的官方售后服务店修理两次后，仍不能正
常使用的商品，凭修理者提供的维修记录
和证明，由销售者负责为消费者免费调换
同型号同规格的商品。此外，标准也列明
了不实行三包但可实行收费修理的情况，
包括消费者因使用、维护、保管不当造成损
坏的；非承担三包修理者拆动造成损坏的；
无三包凭证及有效发票的（有证据能够证
明商品在三包有效期内的除外）；三包凭证
型号与修理商品型号不符合或者涂改的；
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坏的。

《钟表业经营服务质量规范》团体标准发布

钟表业经营服务有了参考依据

本报讯（记者 陈璠）天津“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制氢、加氢设施建设，拓展示范应用场
景，打造氢能产业高地。记者从天津港保
税区获悉，日前天津临港智能装备园二期
顺利竣工交付，标志着我市氢能产业发展
又添新载体。
据了解，总投资6.2亿元的天津临港

智能装备园起步区项目共分三期建设。项

目一期已于2015年建设完成。2018年初，
二期工程开工建设，总用地面积4.3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
五栋厂房及一栋全埋式地下消防水池，厂房
形式有多层和单层两种，可满足不同类型企
业需求。目前，智能装备园已吸引天津新氢
动力、杭叉新能源叉车等氢能企业入驻，初步
形成氢能产业链，对推动氢能产业集聚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加快氢能产业布
局。氢能产业也成为天津港保税区培育发展
自主创新引领的四大未来产业集群之一。天
津临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以氢燃料电池叉车为切入点，建立
以燃料电池头部企业带动关键零部件配套企
业的产业发展模式，完善产业上下游配套，构
建氢能全产业链，推动天津港保税区打造全
国氢能产业发展新高地。

我市氢能产业发展又添新载体

临港智能装备园二期竣工交付

“90后”小伙直播为天津招工数百人

确保农资质量助力春耕生产

我市农资打假全面展开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为确保春

耕生产，让村民放心购买农资，我市按照国家农业农村部统一要
求部署，在涉农区全面开展农资打假行动。

据了解，目前正是农资生产销售旺季，为严防一些不法生产
销售人员制售质量低劣的农资产品坑农害农，我市已经在涉农
区全面开展农资打假，重点是查处假种子、假肥料、假农药和质
量低劣的农膜等。此次打假突出六大特点：一是加强源头管控，
引导农资市场优化发展；二是狠抓案件查处，切实维护农民群众
合法权益；三是强化检打联动，严格农资生产经营全链条监管；
四是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高农资打假监管效能；五是加快信用
档案建设，强化信用约束机制；六是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农
资生产经营主体的法治意识。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2021年天津市高
考英语第一次考试将于本周五举行。为助力
高考考生，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根据各车
站周边考点情况及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在
1号线复兴门、南楼、小白楼、鞍山道、二纬
路、西北角、勤俭道，5号线成林道、张兴庄、
靖江路、昌凌路，6号线北宁公园、新开河、鞍
山西道、黑牛城道、红旗南路，9号线直沽、中
山门共18座重点车站客服中心处设置了“地
铁助考加油站”，备有“地铁爱心文具袋”以及
各类防疫物资，有需要的考生可凭本人准考
证免费领取。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进出站速度，轨道交
通运营集团还在上述重点车站增设“考生绿
色通道”，考生及家长出示准考证可享受优先
通行服务。

高考英语第一次考试周五举行

地铁车站设“绿色通道”

随着天气转暖，我市涉农区春播生产陆续展开。图为滨海
新区小王庄镇组织农机开始播种小麦等大田作物。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宗焕明摄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 通讯员 李截）眼
下，各大院校陆续开学，为解决外地返津学生
到校最后一公里难题，市公交集团公务租赁
公司推出“定制公交校园接驳专线”，点对点
服务学生出行，使携带大件行李返校学生直
达校园公寓门口。

近期，该公司积极与天津财经大学、天津
师范大学、天津理工大学等几所院校沟通，根
据学校时间、地点、用车需求等制定方案，量
身定制“校园接驳专线”，加快车辆运转，减少
学生等候。昨天，“校园接驳专线”开通首日，
自天津财经大学地铁站至天津财经大学泗水
道学生公寓共发车 42 次，平安运送学生
1890人。

接驳返津学生到校最后一公里

定制公交直达宿舍门口

加大运力投放 优化网络布局

厦航在津新增多条航线

自主研发高端人工晶体
泰达一科技企业首创产品获得上市批准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
前，从经开区生物医药创新创业联盟企业——世纪康泰生物医
学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康泰）传来喜讯，其自主研发的
高次亲水非球面可折叠人工晶状体获得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下发的Ⅲ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本次获批的高端人工
晶体可应用于白内障治疗，产品质量已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
平。系列产品上市后，将显著提升国产产品在国内高端人工晶
体市场上的份额，让更多白内障患者用上“质价”双优的国产化
人工晶体。

据介绍，本次获批的人工晶体包括了7个型号、4种尺寸，其
中镂空襻可折叠人工晶状体为国内首款能够实现悬吊功能的产
品，填补了国内空白，市场潜力巨大。这款国内首创的产品将为
白内障合并眼底创伤的患者提供价格更低、品质优良的国产化
产品。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厦门
航空天津分公司了解到，3月28日起，厦门
航空将开始执行 2021 年夏秋航班计划。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厦航将在天津地区
加大运力投放，优化网络布局，新增、加密
多条航线，新航季每日进出港航班将达56
班，国内通航城市21个，为市民出行提供
便利。

据介绍，新航季，厦航将新增天津至北海
航班；将天津至厦门航班加密到每日4班，天
津至南宁航班加密到每日2班；天津往返福
建三地（厦门、福州、泉州）的航班则将达到每
日8个班次；并进一步加大对西北、西南地区
的运力投放，通达乌鲁木齐、兰州、西安、重
庆、贵阳等主要城市。

我市住宅用地出让实现“两集中” 推出地块面积共约498公顷

今年首批60宗地块亮相招商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打好“十四

五”开局之战，支持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结合自然资源部关于2021年度住
宅用地公开出让“两集中”的要求，日前，
市规划资源局举办对接企业招商服务座
谈会。会上，公布了我市今年第一批次
“两集中”拟招商的60宗住宅用地情况，

推出地块总计土地面积共约498公顷，
可实现规划建筑面积约842万平方米。

此次，共有138家企业到场参会。企
业通过我市土地招商云平台下载地块招
商信息资料。市规划资源局在会上解读
了“两集中”工作的相关政策背景情况，并
就土地供应中涉及的竞买时间、竞买方

式、竞买保证金等企业关心问题，进行沟通
和解答。“两集中”即集中发布出让公告、集中
组织出让活动。市规划资源局针对“两集
中”工作为企业制作了“明白纸”，将各区及市
级土地整理单位确定的土地招商服务对接
人员联系方式直接送到企业手中，并后续为
企业提供地块答疑、现场踏勘等相关服务。

据悉，今年第一批次拟招商的60宗地块，
范围覆盖全市各区，其中，市区及环城区域33
宗、滨海新区8宗、远郊区域19宗。参会企业
代表认为，以往零散式出让方式变为集中出
让，将进一步提高土地市场信息透明度，有助
于企业进行更准确的战略研判，也有利于平衡
区域间的供求关系，引导市场理性竞争。

日前，西青区精武镇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落成并正式投入使
用。该中心占地面积1400平方米，可为镇域老人提供养老、照
护、康复、医疗四位一体的智能化综合服务。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袁忠清田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