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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4月3日18时至4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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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18

时至4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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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3日18时至4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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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例（中国籍
202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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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例，在院9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5例）。

4月3日18时至4月4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89例（境外输入184例），尚在医
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48例、转为确
诊病例27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1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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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139人，尚有28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让居民舒适等候接种疫苗宁河区

■本报记者陈忠权

清明前后，天气阴晴不定，时而高温，时而刮风降雨，为了
让前来接种疫苗的居民免受天气影响，宁河区潘庄镇疫苗接
种点提前安装了100个固定凉棚，又从镇里搬来了100把椅
子，让大家舒适地等候接种疫苗。
“如果长时间站着会很累，现在坐在凉棚里的椅子上，很

舒适，虽然看似一件小事，但是起到的作用却太大了。”正在等
候接种疫苗的王庄村张树柏竖起大拇指赞叹说。

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宁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
视，周密部署，全面搞好接种点优质服务，全区25个疫苗接种
点工作有序开展，受到群众赞誉。为确保百姓接种疫苗安全
无忧，该区在各接种点专门设立了留观室、抢救室、120救护
车、医疗保障队等，做到了服务周到，保障安全。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4月6日是全市公仆接待日，当天
9：00—11：30，全市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
热线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2021年4月6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4月6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单位
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名
李彩良
贾 堤
李 浩
刘彤斌
李丽君
于振江
沙 红
张东明
张庆岩
张海英
李 雯
庞 镭
刘东海
于学生
张金丽
陈良文
王俊茹
孙虎军
孙惠玲
李 明
付卫兵
邢立华
王文红
张志强
史 津
刘俊杰
李志琦
郭子杰
李 宏
唐海波
张富霞
苏德芬
杨传胜
李国田
王迎秋
裴连军
曹 崧
李嘉铭
王 杰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何 伟

职务
副秘书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副主任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市社保中心主任
副局长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市道路运输局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
副主任
副主任
局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0530
82966000
29245767
59588000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98255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55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本报记者韩爱青

保障房小区金秋新苑楼道对讲门年久失
修，平日里大敞四开，人员可以随意出入，小
区和楼道内也没有监控设施，存在安全隐
患。在今天播出的天津新闻广播《公仆走进
直播间》中，津南区常务副区长于瑞均来到现
场推动解决时承诺称，金秋新苑55个楼门，本
月底都将安装上新门，并将陆续实现智能化。

16号楼1门居民付志刚介绍，小区建成于
2009年，距今已经有12年了。入住时，楼门
口安装的是对讲门，居民凭钥匙出入。一些人
觉得不方便，把门敞开，拿砖头或绳子固定住，
久而久之，对讲门形同虚设，加上维护不及时，
现在小区几乎所有对讲门都坏了，且破旧不
堪。“现在什么人都能随意出入，之前有假冒燃
气公司的人上门向我老伴儿推荐一种灶具清
洗液，老伴儿经不起忽悠，一下子买了2400多
元的，后来才知道上当受骗。”付大爷说，本来
想报警，可楼道里也没有监控设施，上哪儿找
人去？最后只能作罢。希望楼门都能起到应
有的作用，楼内外都有监控设施。

于瑞均了解到金秋新苑小区的情况后，
4月1日，带领区住建委、区工信局、双新街道
办事处等实地调研，召开现场推动会。记者

在现场看到，金秋新苑小区几乎所有的楼道
门都是敞开状态，锈迹斑斑，对讲和锁门功能
已经失效，外来人员可以随意出入楼道。

于瑞均现场协调区住建委、双新街道办
事处解决问题。据介绍，金秋新苑小区因外
来人口较多，物业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小区
管理混乱，摄像头等安全设备缺失。协调会

现场决定，今年4月底前，小区55个新门更
换到位。此外，由街道牵头，物业公司与电
信公司合作，对小区门禁进行智能化改造。
届时，居民出入小区大门、楼道门都可以采
用多种方式，例如刷卡、密码等。楼道和小
区内也都将安装监控设施，异常情况下可智
能报警。

本报讯（记者 刘连松）2019年起，静
海区启动地下水超采治理，陆续封闭开采
地下水的机井1300多口。然而，在有效解
决地面沉降问题的同时，农业生产用水却
成了村民的一件麻烦事；位于静海区最西
侧的王口镇，只有一条客运班线与市区相
连，最近一段时间，车次减少，间距加大，让
这里居民的出行变得很不顺畅，立起来的
公交站牌，为何用不上呢？

4月6日（周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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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第十

一期，静海区区长金汇江深入基层、实地调
研，回应百姓关心的农业用水、交通出行等
民生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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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周二）19:30—20:00，
广播新闻中心还将与天塔联合推出“静海发
展耀天塔”灯光秀活动，以文字、图片、视频
等内容，展现静海区的发展态势，敬请关注！

“办实事开新局——2021区长访谈”推出第十一期

《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津南区保障房小区安全问题

金秋新苑4月底55个楼门换新

本报讯（记者万红）今年清明小长假，我
市假期出行升温明显。“今年清明假期铁路运
输期限为4月2日到5日，天津站预计发送旅
客29万人次。4月2日到4日这几天客流增
长还是很明显的，每天都能发送近7万人次，
相比之前平日3万到4万人次的单日旅客发
送量几乎翻了一倍，4月3日单日旅客发送量
更达到了8.5万人次。京津城际、京蓟市郊
列车清明期间更是几乎趟趟爆满。”天津站客
运车间业务指导李瀛介绍，今天起就将迎来
返程客流，车站也采取了增开地下候车区、开
放所有进出站口等措施，在做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与铁路复苏同步，天津滨海机场也同样
热闹非凡。天津滨海机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预计今年清明假期，机场国内旅客数量
将可基本追平2019年同期水平，整个假期预
计将运送旅客约15.6万人次。”

随着今年清明假期周边游逐渐成为出行
新选择，加之假期高速公路小型客车免费通
行，我市各条高速也迎来了客流高峰。“今年清
明假期，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前高后低的
变化趋势。4月3日上午就出现了出行流量高
峰，京沪、荣乌、津蓟、津保等高速车流量增长
明显；预计今天下午将出现返程流量高峰。”市
公路中心路网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报讯（记者王睿）春和景明，正是出游
好时节。进入清明小长假，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滨海新区一系列春日主题活动拉
开帷幕，各景区场馆迎来踏青客流。
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登航母看军舰、走

进风车长廊。记者在园区看到，摇曳旋转的七
彩风车随处可见，俄罗斯风情街的风车矩阵成
为游客拍照的首选地。泰达航母主题公园负
责人介绍，从入园情况看，清明假期开启了园

区的旅游旺季，他们将把握好复苏后的旅游市
场，全面激活国防军事科普、大型实景演出、中
俄文化交流等板块，让游客全方位体验航母之
旅的魅力。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亲海”好去处，天
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启动“极地踏海季”，
还有带娃踏青的游客加入了亿利生态精灵
乐园的“踏青遛娃总动员”阵队，赏花、荡秋
千、滑滑梯、与萌宠互动，好不热闹。

在国家海洋博物馆，亲子读海活动让不
少家庭有机会“探秘”极地、走进知识课堂了
解海里的秘密。滨海科技馆则围绕航空航天
知识开展科学巡游活动。

同样颇具人气的还有滨海新区文化中心开
设的春日文化市集。记者看到，这里设有30多
个摊位，包含非遗记忆、民俗体验、手作秘境等
多个类别，现场除了本地人，也不乏游客前来
“淘宝”。

假日经济真 彩车站机场人气满满
假期出行升温明显

滨海新区“上演”系列春日主题活动

■本报记者马晓冬

清明小长假天气晴好，我市各大商圈也掀
起消费热潮，记者走访了解到，不少商家推出
了春日特色活动，购精品、尝美食、看电影、亲
子活动成为众多市民假期生活里的主要选项。
走进河西区的一家购物中心，一片绿意

映入眼帘，被各种绿色植物装饰一新的中庭
吸引了不少顾客驻足拍照。画展、市集和亲
子活动也在这里集中亮相。

假期里的南京路、滨江道、和平路商圈人流
如织，不少市民走出家门逛街购物，商场也纷纷
打出满减、满赠等“促销牌”。“天气热了，来买几
件夏天的衣服，没想到街上的人这么多，看来很
多人和我的想法一样。”市民单先生告诉记者。

除了大型商场，和平路上设置的一个个
小吃车也颇有人气。作为全国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之一，金街近年来通过升级业态、
引入品牌、改善设施，不断提升购物旅游环
境。据统计，清明假期第一天，金街的客流

量达到39万人次，比去年清明假期首日增
长 21％，主要商业体的整体销售额也有
29％的增长。

最近几天，餐饮市场同样红火。市民李
女士在放假第一天到南开区一家大型购物中
心逛街，到了晚餐时间，发现想去的餐厅全部
一“座”难求。“晚上客流高峰时，可能需要等
位1到2个小时。”一家餐厅的服务人员表示。

……
春风吹拂下，假日市场充满暖意与活力。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记者从和平区文
旅局了解到，2021年清明节假日期间，和平
区各景区景点及文博展馆有序开放，截至4
月4日全区各景区的客流量达到78.1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 8980.46 万元，均超过
2019年同期水平。

民园西里“赶巷子市集”活动融合最新文
创、咖啡美食、全城最有趣手作人重聚民园西
里，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新颖的购物体验。金
街文化旅游区天河城、滨江商厦、乐宾百货举
办了特色营销活动，前两天的客流量超过70
万人次，商旅文融合发展势头明显。和平区

星级酒店入住率均超过70%。
节日期间，和平区文旅局推出了红色旅

游精品路线，依托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
馆、张园景区举办的“奠基岁月——天津军管
会和中共天津市委在张园”主题展，成为节日
期间党史教育的主阵地。

购精品尝美食津城商圈人气足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清明假期，作为疫
情防控常态化后第一个小长假，今年补偿式返
乡和出游备受关注。近日，国内一家顺风车平
台发布《2021清明小长假顺风车出行预测报
告》显示，今年清明假期，顺风车返乡订单占比
预计将达24.1%，高于往年同期水平。从热门
跨城顺风车路线看，各地市民以短途近郊出行
为主，多数人偏向在本市内休闲旅游。

假期前两日和平区旅游综合收入近 9000万元

清明顺风车出行
返乡探亲占比1/4

和平区五大道景区民园西里举行“赶
巷子市集”活动。 本报记者吴迪摄

河北区意风区迎来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吴迪摄

方特欢乐世界里，小丑演员与游客有
趣互动。 本报记者王涛摄

（上接第1版）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园内新增加
了风车长廊景观，游客李先生带着妻子和孩
子漫步在多彩的风车下，开心地说：“真是太
浪漫了。”

红色旅游热度攀升
今年清明节，红色经典旅游线路受到广

大市民追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到红色旅游
景区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走进中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记者
看到，这座蕴藏着红色记忆的二层小楼内，
不少市民正在认真观看展厅内宝贵的图文
资料、实物陈列以及复原后的场景。市民刘
先生抱着孩子，一边指着橱窗里的陈列，一
边为孩子耐心讲解。“给孩子讲革命故事的
同时,我自己也再一次接受了党史教育，希
望通过这样的机会将‘红色种子’种在孩子
心间。”纪念馆讲解员郭诗梦介绍说，小长假
前两天共接待参观者241人，这其中有七八
十岁的老党员、老干部，也有青年教师、军
人、学生，还有不少外地游客前来参观。

位于西青区辛口镇的第六埠村“重走长
征路”红色教育基地也是红色旅游的热门打
卡地。

节日期间，平津战役天津前线指挥部旧
址陈列馆持续开放，通过大量实物、照片和
文物资料陈列，向游客展现了人民军队鏖战
津门的历史。

赏花踏青成热门
红色旅游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