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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3月25日18时至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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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18

时至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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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8时至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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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例，在院
15例（其中轻型6例、普通型9例）。

3月25日18时至3月26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79例（境外输入174例），尚在医学
观察15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38例、转为确诊病
例26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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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045人，尚有48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津心办”、天津“健康码”可查新冠疫苗接种记录

疫苗打没打“健康码”就能查

健全我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体系建设 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生活垃圾处置全流程监管

河北区推介未来五年新规划

海河人文地活力新河北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张璐）昨天上午，在第二十届中国北方
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现场，天津市公安交管局与人保财险
天津分公司、国家自行车电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天津市自行
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共同签署“警保检行”联合推进“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合作备忘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买电动自行车赠保
险带头盔”先进经验，进一步帮助市民自觉养成“骑乘电动自行
车佩戴安全头盔”的安全出行习惯，有效推动“一盔一带”安全守
护行动的深入开展，助力推动道路交通安全共建、共治、共享。

第20届中国北方国际自行车电动车展览会昨天在天津梅
江会展中心举行，总展出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作为自行车电
动车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历届北方展现场都是行业新产品、新
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的展示平台。展会现场，新材料、新工艺打
造的高端运动自行车受到骑行爱好者的追捧；富含“黑科技”元
素的“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本报记者王音

连日来，随着 18 岁—59 岁目标人
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铺开，西青区
24处新冠疫苗接种点的医务人员开始
了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为助力社区医
院的疫苗接种工作，西青医院召集了20
名精兵强将组建了“移动接种队”。3月
25日一早，“移动接种队”第一站来到张

家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点，队员
们和社区医务人员一起投入到了忙碌的
工作中。

早上7时多，群众陆续来到接种点等候
接种疫苗。在预防接种门诊，记者看到这里
分区明确、秩序井然。扫码区、测温区、信息
核对区、排队等候区、咨询宣教区、接种区、
留观区……每个分区都有工作人员进行指
引，组织接种者分时段、分批次有序接种。

“您的体温正常，信息核对无误，请仔
细阅读知情同意书，没有异议的话在此签
字……”医务人员严格按照新冠疫苗接种流
程和技术规范，仔细核对信息，并告知各种
注意事项。疫苗接种完，还会叮嘱接种者留
下来观察30分钟后再离开。

据了解，西青区已基本完成对涉进口冷
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以及
口岸装卸、搬运、运输相关人员等重点人群
的疫苗接种。18岁—59岁目标人群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已全面启动，全区各医疗机构统
筹力量，深入到基层、企业、高校等，完成服
务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等在内的目标人群接
种任务。

本报讯（记者 姜凝 张雯婧）“有没有
过敏史？有没有感冒、发烧？”昨天下午，在
位于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篮球馆的接种点
入口，医务人员逐个问询准备接种新冠疫
苗的学生。记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全程
有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医务工作者引导，学
生们测温、健康评估后，在知情同意书上签
字，医务人员登记信息、接种。据天津大学
医院院长王红梅介绍，3月26日当天共有
1000名师生在天津大学新冠疫苗临时接
种点完成了疫苗接种。
“没有任何不适，几乎没有痛感，也让

我更安心了。”天大新医科实验班2020级
学生闫梦涵接种疫苗后告诉记者，接种的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没有出现任何拥挤、嘈
杂，医生们熟练程度很高，这种氛围让同学
们很放心。天大新医科实验班2020级学
生胡晨曦接种疫苗后表示：“我之前还担心
过自己会晕针，但实际接种后，几乎没有什
么感觉，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目前，全市高校已准备就绪，全面开始

校园内接种工作。我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完
成全市高等院校和各级各类学校18岁至
59岁符合接种条件师生的接种工作，实现
‘应接尽接’。”市教育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万红摄影张磊通讯员刘杨）昨天，记者从市
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日前，随着中铁二十四局承建的京唐铁路跨
潮白新河特大桥节段预制胶拼连续梁末联连续梁顺利合龙，亚
洲最大跨度节段胶拼铁路连续梁桥主体工程顺利施工完成。京
唐铁路于2017年10月开工建设，目前该项目天津段桥梁工程
主体完工，计划2022年建成通车。

据介绍，该桥梁全长1.01公里，采用新工艺节段预制胶拼
法施工，还实现了首次成功采用短线法预制节段、首次采用
MDC控制软件与全自动三维数控液压模板系统连接、首次采
用对称悬拼施工、节段拼装跨度首次达到了80米，这四个施工
中的“首次”。

京唐铁路是京津冀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率先突破的标志性工程。工程起点位
于北京站城市副中心站，途经北京通州、河北廊坊、天津宝坻、河
北唐山，终点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唐山站，线路长148公里，其中
天津市境内线路长42.8公里。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昨日，记者从市
委网信办、市大数据管理中心获悉，即日
起，天津政务服务移动端“津心办”、天津
“健康码”最新上线新冠疫苗接种记录查询
功能。通过对接市卫健部门相关数据，支
持“津心办”或天津“健康码”用户直接查询

在我市范围内接种新冠疫苗情况。目前，
天津“健康码”已智能集成核酸检测、疫苗
接种记录、行程核验等相关信息，实现一次
亮码、多重查询，进一步推动市民防疫健康
信息完善整合。
据介绍，我市新冠疫苗接种者，可通过

“津心办”App和天津“健康码”App、微信小
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的亮码页面等多个渠
道，查询在津疫苗接种记录信息。比如，打
开“津心办”App，可在首页上方位置看到
“新冠疫苗接种查询”图标，点击即可一键查
询本人新冠疫苗接种地点、时间、针次、接种

疫苗名称、生产厂家及具体批次号。在“津心
办”三端的天津“健康码”亮码页面下方，新冠疫
苗接种状态都一目了然。点击下方的“我的防
疫健康详情”，还可显示本人7日内的核酸和抗
体检测结果、新冠疫苗接种状态和详细的接种
剂次、时间和机构等信息。

本报讯（记者 房志勇 宋德松）昨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河北区‘十四五’重点任务推介”新闻发布会。会上，河北区
重点介绍未来五年干什么、怎么干。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河北区的发展定位是“海河人文地·
活力新河北”。具体工作中，将延续建设“五个之城”的既定奋斗
目标，建设品质实力之城、创新活力之城、文化魅力之城、生态宜
居之城、平安幸福之城。加快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聚焦文化
创意、智能科技、商务商贸和现代金融四大主导产业，形成产业
特色和竞争优势；抓好新动能引育，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
聚集；打造优美城区环境，全面提升教育、卫生、养老等公共服务
的质量和水平。

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一极三带多节点”的科学产业发展空
间布局。“一极”就是突出大意风区一极引领；“三带”就是坚持三
带辐射，即建设海河、新开河、中山路沿线三大经济带；“多节点”
就是体现多点支撑，打造通广、中车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园
区。据了解，河北区未来五年，将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作为
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努力展现“河北作为”。用好小洋楼、工业
遗存、商务楼宇等资源，逐步形成“一楼一特色、一楼一龙头”的发
展格局。加快建设“智慧政企服务平台”，推动政策一网通查、项
目一键申报、事项一网通办，持续推进“一制三化”3.0改革。

据介绍，华为天津总部、国网电商国家级能源实验室等大项
目、好项目都将陆续落户河北区；中关村智能智造通广科创中
心、钉钉数智园区、天津能源大数据平台将赋予河北区科技创新
动力；“五一”期间，意风区将举办丰富多彩的系列主题活动，德
云社天津分社也会同步在民主剧场开业。

聚焦新冠疫苗接种

西青区

“移动接种队”助力社区疫苗接种

高校

“校园内接种”
模式开启

■本报记者曲晴

“你接种疫苗了吗？”自东丽区开展新
冠疫苗接种以来，这句话成为了不少群众
茶余饭后的互相问候。
华新街道华丰家园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党支部书记张月风告诉记者：“社区网
格化管理为疫苗接种统计工作提供了有
力保障，基于社区e通，能直接筛出18岁
到59岁这个年龄段的2000多名住户，这

样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快速进行疫苗接
种统计工作。”

科学、精准、高效，是这次疫苗接种的显
著特点，依托的是“东丽最强大脑”——东丽
区网格中心、网信办大数据平台的协调配
合。东丽区网格化管理中心成立以来，以东
丽区的1147个党群网格为依托，实现社会
信息底数全覆盖，再由网信办的大数据信息
平台进行管理，这次18岁至59岁居民人员
信息、驻区企业从业人员信息等大数据核实

就是依靠“东丽最强大脑”来实现的。通过
网格员每月入户核查机制，到目前已经积累
沉淀涵盖常住人口、寄宿人口、流动人口等
人员标准数据库72万人。从网格员采集，
到大数据中心汇集，再到东丽全区各部门共
享运用，形成了流畅的“网格化+大数据”模
式，为全区各阶层人员疫苗接种计划提供数
据支持。

东丽区卫健委副主任王恩俊说：“到目
前为止，每个街道都有一个固定的接种
点，全区在原有10个临时接种点的基础上
又新增了5个，还有两个大型移动接种点，
就是为了服务企业，在重点的企业进行优
先接种，全人群开展18岁到59岁的有序
接种。”

东丽区

“最强大脑”保障接种科学高效

连日来，我市全面有序推进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图为河东区有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记者吴迪摄

■本报记者张雯婧

连日来，红桥区全力做好大规模疫苗
接种组织保障工作，创新思路招法，加大
宣传发动，通过送上门接种、请回来接种、
错时预约接种、带头接种、包保接种等多
个途径实现新冠疫苗接种全覆盖，确保应
接尽接。芥园街道开发了“芥园街新冠疫
苗接种登记”预约小程序，居民只需通过
小程序填写基本信息，确定预约接种时
间，提交表单便可完成接种预约登记。同
时，小程序里还包含了咨询电话和科普小
贴士。

前几天，西沽街道水木天成第二社区
居民董翠顺利接种了新冠疫苗第一针，身
体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提到过段时间准备
按计划接种第二针，她说：“早接种早安全，
接种疫苗对自己好、对别人也好，打完感觉
出门心里更踏实了！”

红桥区

“打完疫苗出门
心里更踏实了”

本报讯（记者曲晴）日前，为健全我市生活垃圾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依据《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市城市管理委、
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联合印发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监督管理办法（试行）》，有
效期2年，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全流程监管，遵循市级统筹、街镇实施的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根据《办法》，深化明确“四分类”标准。对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作出进一步界定，统一投放容器色标、尺
寸，因地制宜区分8类生活垃圾产生源。夯实投放管理责任到人，实行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单位、小区、公共场所、建设场地等
均明确直接管理人（单位）为管理责任人，对不能照条款确定责任人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定，责任人按照便
捷、环保、安全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合理在责任区内执行“定点不限时投放模式”或“定时定点投放模式”。

投
放

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配套分类收集设施和设备，实行密闭化分类收集，杜绝混收混运。垃圾收集应有专人管理，垃圾
分类收集容器一般采用240升的分类垃圾桶，分类收集设施的规格、数量和密度，应根据区域内分类垃圾产生量、收运频率和作
业时间，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设置。垃圾收集点地面应硬化并确保排水设施通畅，应定期清洗，保持地面干净整洁，无污水积
存。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摆放整齐、外观整洁干净、分类标志清晰，应保持密闭完好防止水分和气体外溢，如有破损应及时维
修、更换。生活垃圾产生单位逐步实现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收
集

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由相应资质的运输单位负责分类运输，严格实行分类收运要求，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我市
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的企事业，应当按照规定取得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证。对于从事生活垃圾运输企事业日常
管理要求：应按不同的垃圾类别，分别配置相应的作业车辆；作业运输车辆车身颜色和标识应与收运的分类收集容器颜色标识
相一致，并保持功能完好、外观整洁；收运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熟练掌握作业规程，并着装整洁；垃圾装载时，应规范操作，收运
后做到桶清地净，避免噪音扰民，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运
输

推进分类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可回收物交由资源化企业进行回收利用，厨余垃圾采用生化处理等方式进行资源
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有害垃圾由危险废物经营许可的专业单位执行安全处置，其他垃圾采用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
确保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处
理

京唐铁路天津段桥梁主体完工
计划2022年建成通车

“警保检行”四方协作推进交通安全共建共享共治

推动“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市教育招生考试
院获悉，2021年天津市普通高考体育类专业
市级统考将于4月10日至12日举行，考生须
在“招考资讯网”（www.zhaokao.net）下载
个人健康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并自3月
27日开始，如实填写个人健康卡，签署安全
考试承诺书，于考试当天进入考点时交给
工作人员。

普通高考体育类专业
市级统考4月10日开考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4月2日—5日，蓟
州区将举办“第十七届盘山庙会暨第十届盘
山踏青节”，旨在为传承和发展盘山民俗文
化，提升盘山景区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助力
蓟州全域旅游提质升级。
据了解，届时将在盘山风景名胜区新山

门广场举行盛大开幕式，有舞狮表演、歌曲演
唱等，然后宣布正式开通盘山脚下直达顶峰
全线路旅游，组织来宾和游客攀登盘山。还
将开展线上直播活动，在自来峰钟亭举行敲
钟祈福，邀请蓟州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优秀共产党员代表、优秀村干部代表共同
敲钟祈福，祝福国泰民安；演唱爱国主义歌
曲，共庆建党100周年。还将举办蓟州农品、
蓟州礼物、蓟州老字号和非遗产品、地方特色
小吃等展销活动。

第十七届盘山庙会
4月2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