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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3月22日18时至3月23日18时

我市新增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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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
时至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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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至3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中国籍），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25例（中国籍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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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例（其中轻型7例、普通型11例）。

第22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国亚
利桑那州。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航班（CA988），于3月22日
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5℃。经初步流行病学
调查及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即转送至空港医院发热门诊，新冠
病毒抗体IgM、IgG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胸部CT显示两肺间质
纹理增多。3月23日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鼻拭子核酸检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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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全
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22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航班（CA988），
于 3月 22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 36.3℃，
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中
隔离医学观察点。3月 23 日海关实验室新冠病毒鼻拭子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 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
疗。患者入院查体有低热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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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型）。全程实
施闭环管理。

3月22日18时至3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1例（中国籍），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78例（境外
输入173例），尚在医学观察1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
观察134例、转为确诊病例26例。

第17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美国拉斯维
加斯。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3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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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3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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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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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020人，尚有681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河北区打造“数字化司法样板”

五天调解70多件纠纷案

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有补贴
骨灰撒海和骨灰草坪葬最高补贴24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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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雯）每逢清明节，很多
逝者家属除了祭扫，也会借着这样的日子，
为逝去的亲人换一种安葬方式。您知道在
我市选择节地生态安葬有奖励政策吗？昨
天，市民政局殡葬处工作人员就我市出台
的《节地生态安葬奖补办法》进行了解读，
并向社会公布我市又新增两个节地生态安
葬骨灰草坪葬承办单位。

据介绍，所谓节地生态安葬，是指在
对逝者的安葬过程中，采取不保留骨灰和
不设标志物的安葬方式。目前，我市节地
生态安葬方式主要有骨灰撒海和骨灰草
坪葬两种。

选择了节地生态安葬，如何给予奖励补
贴？市民政局殡葬处处长张悦东表示，奖补
包括三项内容，即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贴、
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和承办服务补贴，其中，
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贴（1420元/具）和节地
生态安葬奖励（1000元/具）的发放对象为采
取节地生态安葬的逝者亲属；承办服务补贴
的发放对象为承办节地生态安葬的殡葬服
务单位。
“逝者遗体火化后60日内直接选择节地

生态安葬，申请人为逝者的亲属或有权处置
逝者骨灰的权利人，可以向承办单位同时申
领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贴和节地生态安葬奖

励，也就是说，可以领到2420元的奖励补
贴。”张悦东说，除了满足60日内火化要求
外，还要看以下几个要件：逝者为天津市户
籍；在2020年1月1日（含）后申请办理节地
生态安葬；自愿在本市民政部门核定的殡葬
服务单位办理节地生态安葬；基本殡葬服务
遗体冷存、遗体运送、遗体火化均由本市具有
合法资质的殡葬服务单位提供。“如果说，具
有天津市户籍的逝者，遗体火化后没有直接
选择节地生态安葬，而是在2020年1月1日
（含）后申请办理节地生态安葬的，只享受节
地生态安葬奖励。”

存在下列情形的，不享受相关奖补：申

请人在逝者土葬后，再申请办理节地生态
安葬的，不享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贴；申
请人为法人、非法人组织或受其委托的，不
享受基本殡葬服务费用补贴和节地生态安
葬奖励。

今年，新增滨海新区汉沽逸安园和宁河区
永定塔陵两个节地生态安葬骨灰草坪葬承办
单位，加上之前的天津憩园、天津寝园，我市共
有4个节地生态安葬骨灰草坪葬承办单位。

市殡仪服务总站负责接待海葬相关业
务。据介绍，自1990年起我市举办骨灰撒
海活动，截至 2020 年，已累计撒放骨灰
21910具。

■本报记者宋德松

“仅用5个工作日，就成功调解了我们银
行70多件棘手的贷款纠纷案件，最大限度地
挽回了资产损失，这‘数字’法庭还真是高效，
让我们很惊讶。”坐落于河北区的某国有银行
相关负责人王涛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银行推出“某某贷”信贷业务，
借款人只需在网上申请，无需提供抵押担保即

可贷款。此项业务推行后，部分借款人到期未
能偿还，银行催收无果，100余件金融纠纷案
件诉至河北区人民法院。“这批案件具有涉案
标的小、案件量大、无担保、同类化的特征，我
们利用数字一体化办案平台对案件进行批量
调解，平台可支持20人同时在线调解，采用要
素化的庭审调查方式，让平均开庭时长不到20
分钟，一键批量生成令状式、要素式或表格式
等各类文书，辅助法官当庭宣判，提升裁判文

书准确率和裁判标准一致性。”河北区人民法
院数智金融审判巡回法庭审判团队负责人金
晨生介绍说，数智金融审判巡回法庭成立后，
类似金融借款合同案件审理周期由原来的60
天缩短到7.9天，当事人“一次都不跑”即可完
成诉讼，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钱、省心。

据了解，河北区人民法院数智金融审判
巡回法庭去年11月在我市率先揭牌成立。
下一步，河北区将结合金融数智法庭的设
立，着力打造资产保全特色园区，打通法律
服务、技术服务、金融资产交易、创新金融业
务等全要素链条。全力营造崇商尊商暖商
的营商环境，真心服务、靠前服务、创新服
务、精准服务，让更多企业在河北区安心经
营、放心发展。

《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红桥区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

实现桥下空间停车场智能化管理
■本报记者赵煜

红桥区丁字沽零号路春风里小区，也是
停车一位难求。居民停放车辆，需要“见缝
插针”，邻里纠纷不断。今天录播的天津新
闻广播《公仆走进直播间》中，红桥区区长何
智能拿出了破解办法，在丁字沽零号路施划
夜间临时停车位，并充分挖掘周边可利用区
域，释放200多个临时车位，满足周边居民
停车需求。
“我们小区车位太紧张了。老百姓根本不

管是哪儿，是个地方就敢停。有居民还用破自
行车、破轮胎什么的占位置，邻里经常出现纠
纷。”春风里居民于国强苦恼地说。

不仅小区内车位有限，小区外面同样找
不到停车地儿。居民张女士也表示，“丁字沽
零号路上没有停车位，每次在小区外停车都

提心吊胆，吃饭都不安稳，总想看看车子有没
有被贴条。”

何智能区长了解到春风里小区现状后，
3月14日，带领相关职能部门来到小区，实
地探访，现场办公。此时是上午9点，记者在
现场看到，此时的道路两侧仍停满汽车，有的
还停到了小区花园的甬道上，甬道被长期碾
轧，地砖已经破碎。甚至有居民将车辆停到
了小区消防通道上。

调查中了解到，春风里小区共有10栋
楼，770户居民，总人数接近2000人，属于老
旧小区，私家车保有量超过300辆，但小区车
位仅有100个。红桥交警支队负责人调研后
表示，将在零号路两侧设置夜间限时免费停
车区域，“机非分隔实线改为虚线，半个月左
右施划完成。这个举措完成后，可释放停车
位约160个。”

丁字沽街道办事处也拿出了解决办法。
街道负责人说，小区东侧空地，以及唐家湾大
道上，能整理出一些泊位，用作临时停车，大
约能停几十辆汽车。后期，街道、社区和物业
公司将加大巡查频率，特别是在下班高峰期，
引导居民有序停车。

红桥区负责同志表示，老旧小区停车难
问题，已被纳入今年全区20项民心工程。红
桥区机动车目前的保有量是13万辆，规范的
停车泊位只有8万个，很多小区在规划的时
候没有配建地下停车场。今年计划在水木天
成、闸桥北路、丁字沽零号路等区域，共设置
限时免费停车位500个。充分挖掘城区闲置
空间，利用边角地块施划停车泊位或建立临
时停车场。进一步整合现有桥下空间，开辟
便民停车及便民休闲两大功能区域，实现桥
下空间停车场智能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天气预报是怎
么做出来的？气象如何服务人们日常生活
生产、农业生产等领域？昨天是第61个世
界气象日，市气象局网络直播“云游”气象
活动，在云端带领观众探秘气象预报和服
务平台、天津市气象局科普馆、气象影视中
心等气象机构，让观众近距离了解神秘的
气象服务。

天津市气象局紧紧围绕今年的世界气
象日主题“海洋、我们的气候和天气”，加强
与社会媒体合作联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相结合，推出“风轻煦暖气象有约”科普宣
传活动。此次活动天津市气象局官方快
手、抖音账号等渠道进行直播，累计观看量
超50万人次。

图为平山道小学的学生代表走进市气
象局科普馆。 本报记者吴迪摄

今年1月，我市动物园第一次引进的红毛猩猩——多多和
大宝，第一次有了爱情的结晶——红毛猩猩宝宝。26日开始，
天津动物园计划每日限时开放猩猩馆，让“猩宝宝”与广大市民
游客见面。

本报记者曲晴赵建伟通讯员王媛 摄影报道

天气转暖，目前大批北迁的东方
白鹳、天鹅、豆雁等60多种20余万只
候鸟来到七里海湿地休憩觅食，成为
湿地一道独特风景。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田雨宸摄

候鸟北迁
“歇脚”七里海

网络直播“云游”
解密神秘气象服务

■本报记者张雯婧

昨天，和平区岳阳道小学体育组组长邵
丽娜拿到了全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数
据显示，寒假过后，学生们的跳绳成绩普遍提
高，心肺有氧适能、速度素质和肌肉力量等体
质健康指标都保持了良好的水平。“这样的结
果得益于学生们寒假中不曾间断的体育锻
炼。”邵丽娜说。

每到开学季，老师们都会发现，学生体质
健康普遍存在着下降的趋势。主要原因就是
假期缺乏体育锻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今
年寒假前，市教育两委制定《天津市中小学寒
假期间体育锻炼 劳动教育 国防教育活动指
南》，号召全市各学校积极组织开展内容丰富
的“寒假活动”。这也是我市首次对全市中小
学生布置统一的假期体育“作业”。
“考虑到居家锻炼操作条件，学校‘云’平

台推出了不同难易程度的居家运动教学视
频，并开设争做‘体育运动小健将’集赞、‘微
信小程序’打卡活动。”岳阳道小学校长褚新
红说。“我原来仰卧起坐30秒能做10个左
右，经过寒假每天的打卡练习，现在能做20
多个了。”三年七班学生韩雨晨说。

今年寒假，天津市第二十一中学也针对
初高中各个年级制定了各具特色的体育“作
业”。上周，学校针对全校初三学生进行了体
育中考模拟测试。通过数据分析，对比上个
学期，学生测试及格率和优良率都有一定的
提高。“体育‘作业’为开学后学校在继续提高
体育课堂质量、全面推进校操、长跑等阳光体
育、积极开展各项业训项目打下了坚实基
础。”学校体美劳处主任刘繁青说。

寒假体育“作业”成效显著

开学后学生体质健康“棒棒哒”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日前，武清区的
“地标”之一——港北农贸市场在天津农
村产权交易所顺利完成经营权流转。该
项目挂牌底价为15万元/年，成交价34.6
万元/年，溢价率130.67%。项目流转期限
为5年，合同总金额173万元，与挂牌底价
相比，市场溢价将为大良村带来98万元的
额外收益。

港北农贸市场是远近闻名的大集市，
该农贸市场长期以来一直由大良村集体经
济组织自主经营。近年来，由于管理成本
不断提高、人手短缺等原因，村集体决定面
向社会公开招募经营团队，让农贸市场的
运营更加专业和规范。

今年3月3日，项目在天津农村产权
交易所正式挂牌。挂牌后，吸引了多位意
向受让方报名参与，3月10日下午，经过
44分钟、61轮次的激烈报价，项目最终以
超过底价一倍多的价格顺利成交。

地标经营权流转
为村民增收近百万元

本报讯（记者陈璠）昨天，天津市政府发
布关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有
关政策的通告，我市行政区域内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该政策自
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通告指出，为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根据
《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结合
我市实际，对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提取
住房公积金作出具体规定。我市行政区域
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房屋产权人（公有
住房承租人）及其配偶、本人直系血亲（以
下统称提取申请人）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

积金。提取申请人应在电梯竣工验收后两
年内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金
额不超过提取时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对
同一套房屋，提取住房公积金总额不超过
该套房屋加装电梯实际分摊金额。提取申
请人及其配偶应未负有个人住房公积金
（组合）贷款债务。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可提取公积金

本报讯（记者 徐杨）本年度全市大肠癌筛查项目已正式启
动，将惠及60万天津人。全市共有38家全结肠镜检查定点医
疗机构承接高危人群全结肠镜检查任务，其中市人民医院等
12家医疗机构，面向全市大肠癌高危人群，免费提供全结肠镜
检查。

根据市卫生健康委制定的《2021年天津市大肠癌筛查项
目实施方案》，全市16个区60—74岁常住居民和既往发现的
高危人群将作为今年大肠癌筛查项目的目标人群。计划全年
完成问卷调查60万人，便潜血检查42万人，随访指标18.5万
人，肠镜检查6000人。

今年筛查流程为：适龄居民在社区医疗机构，接受大肠癌
高危因素问卷调查及便潜血检查一次。问卷调查结果阳性或
便潜血检查结果阳性的调查对象确定为高危人群，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向其发放《建议参加全结肠镜检查通知
书》，并建议其至38家全结肠镜检查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全结肠
镜检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各肠镜检查定点
医疗机构可对主动到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者及日常门诊患者进
行伺机性筛查，筛查方法与社区人群筛查方法相同。

据介绍，有比较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或其他病情较重的病
人、有严重出血性倾向者、有严重智障或语言交流障碍、有大肠
癌病史（≤5年）以及其他不适合进行全结肠镜检查的人不建议
参加筛查。

今年大肠癌筛查项目启动
将惠及全市60万居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