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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气温回升
周后期将迎降雨

疫情快报

3月20日18时至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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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祭扫今年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上周末首个祭扫高峰平稳有序度过 市属殡葬服务单位接待祭扫市民12万余人

一周天气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3月20日18
时至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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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8时至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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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例（中国籍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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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例，在院
16例（其中轻型5例、普通型11例）。

3月20日18时至3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1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76例（境外输入171
例），尚在医学观察17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33
例、转为确诊病例26例。

第176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津巴布韦哈
拉雷市。该患者自津巴布韦经埃塞俄比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
（CA934），于3月18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因体温37.2℃，
即由专车转送至空港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当日新冠病毒抗体
IgM、IgG检测结果为阳性，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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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05例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0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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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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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1918人，尚有57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春如四季，天
气多变。三月春暖花开，气温加快回升的
同时，冷空气活动依旧频繁。本周前期气
温将回升至21℃，周后期还将迎来降雨
天气。

昨天，大风吹了一天，津城全天都有4
到5级西北风，特别是上午阵风达到了7
级。昨天傍晚前后，风力才逐渐减弱，夜间
恢复风平浪静。本周，春意渐浓，以晴和多
云天气为主，整体呈现升温趋势，预计23
日最高气温将升至21℃。根据最新气象
监测信息分析，周后期的26日到27日，我
市或将迎来一波降水过程，气温也将小幅
下调。气象专家表示，随着白天气温逐渐
升高，昼夜温差加大，市民日常宜采取“洋
葱式”穿衣，早晚带件外套，以免天气多变，
影响健康。

今年天津国展中心首场招聘会在20日举行，在做好疫情防
控前提下众多优秀企业现场招贤纳才，为应往届毕业生及社会
各类人才提供就业岗位。 本报记者张磊摄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张文涛）昨
天，市公安局向社会通报，我市公安机关打掉
一个“第四方支付平台”，抓获犯罪嫌疑人7
名。该案系我市首例为跨境网络赌博网站提
供资金转移渠道的犯罪案件，涉案金额高达
2000万元。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支付宝、微信支付
等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已经成为大众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于
是，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自行搭建“第四
方支付平台”，逃避合法监管，掩盖资金去向，
为跨境赌博、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团伙套取、
漂白非法资金提供了方便。

去年6月，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公安北辰
分局在对网络犯罪案件进行梳理时，获取了
一条重要线索，以孙某(男，22岁，山东省人)
为首的团伙，利用自行开发、架设、运维的非
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俗称“跑分平台”），为
境外赌博网站提供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

在获取线索后，市公安局迅速抽调治安管
理总队、网安总队和北辰分局精干警力组成专
案组，集中力量全面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经过
大量细致工作，专案组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组
织架构、层级关系。经查，孙某与远在甘肃的
贾某（男，33岁，甘肃省人）和浙江的张某某
（男，35岁，浙江省人）通过网络结识，由孙某负

责日常服务器维护，贾某负责提供远程技术支
持，张某某则负责联系持有账户“下家”扩展业
务。而“下家”则有4名，分别在内蒙古和福
建。同时，专案组也初步掌握了孙某等7人为
境外赌博网站提供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的
大量证据。在锁定嫌疑人藏匿地后，专案组兵
分多路，在天津、甘肃、浙江、福建、内蒙古等地
设下天罗地网，同步开展抓捕行动，将孙某、贾
某、张某某等7名嫌疑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一举
捣毁，扣押电脑设备8台、手机17部、银行卡20
余张，冻结涉案资金2000余万元。

目前，孙某等7人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为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政
务服务，切实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市住房
城乡建设委结合我市实际，于今年2月18日起启用新版天津市
二级建造师注册管理系统，并实现在线下载打印二级建造师电
子注册证书。自2月18日系统上线，至3月10日下午6点，已
生成 9566 本二级建造师电子证书。二级建造师注册实现电子
化审批，不仅大幅提高我市政务服务工作效率，更为市民办理各
项业务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方式。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方面介绍，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线上政务
服务平台与电子证照系统的对接，扎实做好电子证照数据归集、
互通共享和同步更新工作，在多方面加快推进电子证照应用，让
电子证照在我市“放管服”改革和数字政府建设等方面充分发挥
便民、利民作用。同时，将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依法对相关人
员和单位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计入信用档案并向社会公布。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通讯员宋纯）遇
到老人摔倒扶不扶？面对这个问题，不少
人心中会打个问号，而830路驾驶员李久
志却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3月20日，市民王女士通过公交服务
热线表扬了830路驾驶员李久志，称李师
傅在行车途中路遇跌倒老人并主动停车上
前帮扶，这暖心一幕让她很感动。

事情发生在 3月 19日下午 5点多，
正值晚高峰，还下起了雨，830路驾驶员
李久志开车从中心公园发车，在建设路
等红灯时，发现对面人行道上趴着一个
人，旁边还有倒下的自行车，尽管路上来
往车辆很多，却纷纷绕开，原本不宽的道
路变得拥挤起来。李师傅觉得这样太危
险，他赶忙将车停好，打上双闪，和车上
乘客做了交代，便迅速向倒地人跑去，乘
客王女士也一同下车前去帮忙。只见伤
者想努力起身，却怎么都起不来，在李师
傅带动下，几位市民和他一起将伤者扶
到路边坐好，并帮其将自行车和书包放
好。李师傅见伤者有自主意识，便问其
哪里不适、是否需要帮助，但对方摔得有
些蒙，说不出话，一位热心市民帮其拨打
了 110 和 120 电话，还有的市民帮其撑
伞避雨。

李师傅见伤者没有大碍，因有运营任
务在身，便和帮忙的市民交代好，继续回车
运营。目睹了李师傅帮扶全过程的乘客纷
纷为他的善举伸出大拇指。

李师傅告诉记者：“有人摔倒，去扶
是应该的，只是举手之劳，不用表扬。
当时还有很多市民都伸出援手，更要感
谢他们。”

本报讯（记者万红）日前，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前，
从经开区医药企业——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昂赛公司）传来喜讯，其注射用间充质干细胞（脐带）治疗慢
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临床试验申请（IND）获得批准。据悉，
这是国际上第一个获批该适应症的干细胞新药临床试验。

据介绍，昂赛公司是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法人单
位，是汉氏联合控股子公司，于2004年成立。该企业在干细胞
科研领域积累了雄厚的技术优势，建设了国际上第一个间充质
干细胞库，申报了国内最早的间充质干细胞企业标准。

近年来，昂赛公司不断加大新药研发推动干细胞药物上
市。由其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治疗用生物制品Ⅰ类
新药——注射用间充质干细胞（脐带）制剂，用于治疗难治性急
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已于2020年4月获得临床试验默
许并已启动临床试验。昂赛公司将持续加大在干细胞新药研发
领域的投入，推动干细胞药物上市。同时，该企业还协作研究机
构备案助力干细胞临床研究，为干细胞临床研究的顺利和高质
量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级建造师注册电子化审批

经开区药企研发干细胞新药

我市打掉一“第四方支付平台”
系我市首例为跨境网络赌博网站提供资金转移渠道案件

曹妃甸油田成“绿色样板”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日前从中海油天津分公司获悉，该

公司所属油田——曹妃甸6-4油田投产，成为我国海上“绿色油
田”开发新样板。该油田采用绿色低碳管理，为海上油气增储上
产，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注入新动力。

曹妃甸6-4油田位于渤海中西部海域，距离天津市约116
公里，平均水深约20米。油田开发项目包含30口生产井，预
计2023年将实现高峰年产达75万立方米，可满足60多万辆
家用汽车一年的汽油消耗，是渤海油田上产4000万吨的重要
开发项目之一。未来，该油田的开发、运营等都由中海油天津
分公司管理。

记者了解到，与以往平台搭载燃油发电主机相比，该平台预
计每年将减少燃油主机原油消耗1.1万吨，年均节约能源约1.6
万吨标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相当
于植树400万棵。除了引入岸电工程，平台还首次应用海上油
田再生水收集罐，回收生活污水，彻底实现海上油田生活污水零
排放，推动海洋石油工业绿色低碳管理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刘连松

今天，在天津新闻广播《公仆走进直播间》
播出的“办实事开新局——2021区长访谈”第
四期节目中，河东区区长周波走进中山门四号
路小区、格调竹境社区等地，实地调研居民停
车、社区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注
的热点、难点问题。本节目由市政府办公厅、
市网信办、海河传媒中心特别策划，天津日报、
今晚报、津云新媒体深度融合参与。

破解居民小区停车难问题
周波区长刚来到中山门四号路小区，居

民邢连华拦住区长，反映了该小区停车难的
困扰。周波区长随后在格调竹境社区走访调
研中发现，新建小区也有同样的停车难问题。

停车难引起了周波区长的高度重视。他
表示，中山门地区属大型居住区，区域面积
小，只有2.3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大，常住人口
达12万，建设初期没有停车位建设规划。“从
排查情况看，该区域停车位缺口约4500个，还
是很大的。”

周波区长说，“目前河东区各街道社区都
不同程度存在停车难问题，今年河东区静态
交通整治工作，也将中山门地区列为重点整
治对象。在中山门地区增设停车泊位，运用
智能设备和人工引导进行精细管理，具体情
况已经要求河东区城管委落实解决。”

截稿前，记者从河东区城管委了解到，格
调竹镜小区西侧围墙外空地，已经规范成为
停车场。

周波区长表示，中山门地区静态交通整
治工作试验方案成功后，将在上杭路地区、鲁
山道地区推广，并逐步向全区推广。

金堂南里加装电梯继续动工

为老旧楼房加装电梯的呼声越来越高。家
住河东区金堂南里小区的何大爷奔波了将近两

年，眼看着电梯就要装上了，他却又遇到了一个
新难题。“我们大概是两年前开始跑手续的，12
户居民一家一家做工作，我今年都76岁。现在
施工终于开始了，但是发现管线得改。这个燃
气管线切改手续特别复杂，我们实在申请不下
来，现在工程都停了，真不知道怎么办呀。”在现
场推动会上，何大爷难掩心中的焦急。

周波区长责成河东区住建委主任夏敬雄
抓紧研究、尽快协调解决。“能快则快，让群众
早日用上电梯。这个问题河东区住建委要成
立专班，对加装电梯工程管线切改，统一协
调、统一调度，集中办理审批手续，提前着手、
科学安排施工进度，避免中途停工、窝工现象
发生，更不能让老百姓去跑腿儿办手续。”

河东区住建委主任夏敬雄当场表态，立
即安排，把目前已经开工的加装电梯项目，管
线切改工作统一对接，一揽子解决。

嘉华园小区路面开始改造
嘉华园居民王瑞霞向周波区长反映，嘉

华园是1999年入住的老小区。现在路面坑
坑洼洼，小区居民尤其老年人出行有安全隐
患。“小区老年人比较多，年龄大了，腿脚不方

便，希望小区内有一个可以休闲娱乐的地方，
如果能提供就餐服务就更好了。”

节目现场，河东区住建委主任夏敬雄介
绍，嘉华园现已纳入了河东区新一轮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目前该小区的改造工程正在进
行中，力争2021年5月30日完工。

周波区长要求河东区住建委、民政局在
老旧小区改造中，重点考虑为老服务需求。

夏敬雄说，“在嘉华园社区居委会旁边有
一座建筑，现在处于空闲状态，打算改造成老
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我们考虑纳入小区改造
项目一并解决。”

河东区民政局局长柴树芳说，“针对小区
居民的需求，民政局在上杭路街道嘉华园小
区选址，配建小区居民活动室，满足居民日常
的娱乐活动需求。”

周波区长表示，河东区老旧小区改造是
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从今年起，分三期
对全区91个片区766幢，共计431万余平方米
的旧楼区进行改造。今年新建4个老年日间
照料服务中心、1个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新增养老机构2家、床位120余张。建设社区
健身园18个，新增体育场地2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赵煜）社区道路坑洼不平，
进入雨季排水不畅、污水横流，问题该如何
解决？老楼加装电梯，居民挨家挨户签字，
只有一户坚决不同意，矛盾该如何化解？绿
地被人为破坏、改建成停车位，楼道里私拉
电线，消防通道被堵占，准物业小区暴露出
的管理短板又该如何补齐？

3月23日 8:10—9:00，天津新闻广
播《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办实事开
新局——2021区长访谈”推出第五期，南开

区区长孙剑楠实地调研，回应百姓关切，为
群众办实事！届时，天津新闻广播（FM97.2
AM909）将播出访谈节目，津云、新华网、央
广网等新闻网站和客户端，网信天津、新浪、
网易、百度、凤凰网、搜狐、知乎、快手等新媒
体平台也将播出节目视频精彩内容。

此外，3 月23 日19:30—20:00，广播
新闻中心还将与天塔联合推出“南开发展
耀天塔”灯光秀活动，以文字、图片、视频等
内容，展现南开区的发展态势，敬请关注！

“办实事开新局——2021区长访谈”推出第五期

《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居民停车、加装电梯等热点难点问题

河东区将改造91个旧楼区

本报讯（记者韩雯）“请提前规范佩戴
口罩，不扎堆、不聚集……”因为疫情，今年
的清明祭扫有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虽然
是开放了现场祭扫，但我市对疫情防控措
施依旧严格执行，只为确保市民安全祭
扫。从市民政局获悉，刚刚过去的周末，我
市各个殡葬服务场所迎来清明首个祭扫高
峰，两天来，仅市属殡葬服务单位（市第一、
第二、第三殡仪馆以及天津寝园、天津憩
园）就接待祭扫群众12万余人、车辆1.2万
余辆，全市各祭扫点平稳有序，秩序良好。

在市第一、第二殡仪馆以及天津寝园、
永安公墓等往年祭扫扎堆的场所，记者看
到，在门口处，为防止人流过于集中，布置
了蛇形通道、张贴了地面安全线，无需等
候，就可进入。同时，设立了绿色便捷通
道，保障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祭扫需求。因
为全市各个殡葬服务场所“叫停”露天焚
烧，不见“烟熏火燎”，一杯清酒寄思念，一
束鲜花忆亲人，让祭扫环境更“清明”。

市民政局殡葬处的工作人员呼吁市民
错峰祭扫，尽量规避周六、周日和清明假
期，尽量不集中在3月25日至4月15日，
尽量避开上午人员集中时段，改在下午到
殡葬单位进行祭扫。目前，公休日、节假日
的祭扫接待时间为7:00至16:30，比平日
提前半小时开始、延迟半小时结束。

近年来，随着文明祭扫的观念深入人
心，集体共祭备受市民推崇。今年，“清风
行动——都市文明·集体共祭”主场活动，
定于4月3日至5日在市第一、第二殡仪馆
举行。市民政局殡葬处提醒市民，活动从
今日9时开始接受报名。有需要的市民关
注微信公众号“天津市殡仪服务”，在公众
号内点击“为您服务”栏内“文明共祭报
名”，或在9：00至16：00，拨打84890890
进行报名。报名前，应准备好亲人《骨灰
安放证》，报名过程中需要填写或提供骨
灰安放位置等信息。微信报名时，应准确
填写报名各项信息，报名成功后，系统将
推送报名成功信息，作为活动及乘车的入
场凭证。 第二殡仪馆设立文明祭奠区供市民祭扫。本报记者吴迪摄

全市各个殡葬服务场所“叫停”露天焚烧，不见“烟熏火燎”，一杯清酒寄思念，一束鲜花
忆亲人，让祭扫环境更“清明”。

呼吁市民错峰祭扫，尽量规避周六、周日和清明假期，尽量不集中在3月25日至4月15
日，尽量避开上午人员集中时段，改在下午到殡葬单位进行祭扫。

雨天路遇市民摔倒
公交司机路人齐相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