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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4月4日18时至4月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静海区百姓出行难题

投资10亿元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

疫情快报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进工地

“办实事开新局──2021区长访谈”
推出第十二期

■本报记者刘连松

静海区王口镇唯一的客运班线班次减
少，间距加大，出行困难，如何保障村民出
行？良王庄乡铁路涵洞常年渗水、积水，村民
如何正常通行？地下水超采治理，封堵机井
后，如何保障农民浇地用水？在今天播出的
天津新闻广播《公仆走进直播间》中，静海区
区长金汇江到现场实地调研推动解决。

全区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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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出行很不顺畅。

王口镇小瓦头村村民刘女士说：自己不
会开车，从王口到静海，只能坐客运班车。
“现在等一趟车要二十五分钟，甚至半个小
时，还不准时，班车上的环境卫生也不好，总
有一股汽油味。”

3月27日，静海区区长金汇江带领相关部
门负责人来到现场，实地调研。静海区交通局
局长王建林介绍，静海至王口公共交通线路性
质为区内农村客运班线。之前，确实因疫情影
响，造成了班次减少、发车不准等问题。下一
步，区交通局将加大监管力度，规范班线运营，
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从今年开始，在全
区实施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改造计划，结合各乡

镇实际情况逐步替换，力争两年内完成，王口
公交班线也是重点改造内容之一，预计9月底
前，王口到静海的公交站亭（牌）将全部启用。

良王庄乡铁路涵洞将不再积水
静海区良王庄乡于家堡村村民从居住区

前往农田，都要经过一座铁路涵洞，不然就要

多绕两公里的路程。但就是这样一条重要的
通路，却常年渗水、积水，影响通行。

村民赵志阳告诉记者，在刚刚过去的冬
天里，涵洞中是厚厚的冰面，“冬天冻上了，冰
面有30厘米。行人无法通行，自行车没法
骑，开车也不敢过。”

记者在现场看到，铁路涵洞已破旧不

堪。涵洞旁就是一条河沟，由于渗漏，涵洞地
面和护坡下面的土壤常年湿漉漉的。不远处
李家楼铁路涵洞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静海区负责同志现场调研后表示，区政
府将投入专项资金，对于家堡、李家楼村铁路
立交道口进行维修改造，计划6月底前竣工，
彻底解决两座铁路立交道口积水问题。

陈官屯春耕水源有了保障
气温回升，春耕正式拉开了帷幕。但静

海区陈官屯镇西长屯村的村民孙凤有有些焦
急。“地里的机井全部封填，我家种三十亩小
麦，4月底小麦要浇第二轮返青水，水源从哪
来现在心里没有底。”

静海区农业农村委主任王长虹现场调研
后说，目前西长屯村附近正在新建泵站和管
道，农田支斗毛渠也正在做清淤工程，保证在
农民用水前干渠水源到达田间地头。得知新
泵站马上建好，耽误不了浇返青水，孙凤有悬
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静海区负责同志表示，今年静海区将实
施乡村建设行动，打造生态宜居新农村。投
资10亿元启动25个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村建设，完善未搬迁村水、电、路、气等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健全完善农村设施的长效管
护机制，强化日常保洁和基础设施维护，确保
建成设施正常运行。

本报讯（记者 韩爱青）十多年前，宝
坻区林亭口镇牛堤河村董大姐给儿子在村
里建好了婚房，为何迟迟不能搬迁？一年
多了，郝各庄镇官庄村魏大姐家门口堆放
了五六百平方米的建筑垃圾，为何一直不
能清走？

4月7日8时10分至9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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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第十二期，
宝坻区区长毛劲松直面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人居环境整治、环保污染治理等热点难

点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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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19时30分至20时，广
播新闻中心还将与天塔联合推出“宝坻发
展耀天塔”灯光秀活动，以文字、图片、视
频等内容，展现宝坻区的发展态势，敬请
关注。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4月4日18
时至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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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18时至4月5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28例（中国
籍2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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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例，在院8例（其中轻型4例、普通型4例）。

第22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津巴
布韦。该患者3月2日自津巴布韦至巴黎，在巴黎机场进行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并于当地隔离点隔离。3月
17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在酒店隔离14天后乘坐航班
（CA934），于4月1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即转送至空港
医院就诊。当日空港医院新冠病毒抗体IgM、IgG检测结果
为阳性，4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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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入院查体体温37.5℃，胸CT
示两肺间质纹理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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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18时至4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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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例（境外输入185
例），尚在医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49
例、转为确诊病例27例。

第19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非贝
宁。该患者自贝宁至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382），于4月2
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即转送至空港医院就诊。当日空
港医院新冠病毒血清抗体IgM、IgG检测结果为阳性，4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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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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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
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4月5日18日，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139人，尚有18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刚刚过去的清明
小长假，我市各大商场、购物中心迎来客流高
峰，餐馆、超市等同样颇具人气，市场消费潜
力得到释放。对172家重点企业的监测数据
显示，清明小长假期间共计实现销售收入
5.85亿元，比去年清明假期增长77%，较平
日周末增长40%以上。

商业体销售大幅增长

汉服体验、文化沙龙、传统工艺品制作……
昨天下午，一场海河文化展专场活动在和平
区一家购物中心开展，为热闹的商场增添了
浓浓的文化气息，吸引了众多顾客积极参
与。在这个清明假期，购物中心凭借其吃、
购、娱全体验的特点获得满满人气，商、旅、文
融合联动也成为商业体聚客引流的法宝。
“之前就听说了这里，放假终于有机会过

来看看，感觉商品种类很全，环境也漂亮。”在
南开区天津大悦城，去年年底开业的一家品
牌旗舰店客流不断，成为许多年轻人心目中
的新“打卡地”。购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首店经济”依然是实体商业挖掘消费潜力、
激发市场活力的引擎，商场新引入的多个美
妆、服装品牌都很受消费者的欢迎，清明三天
假期里，购物中心的客流和销售情况都恢复
到了2019年的同期水平。

除此之外，火热的电影市场也为商业综
合体带来客流，小长假中，全市影院日均票房
达到400万元以上。

据统计，我市重点监测的24家购物中
心共实现销售1.47亿元，比去年清明假期增
长88.1%，客流量增长30%以上。23家百货
实现销售7300万元，同比增长1.12倍，较平

日也有70%的增长。全市4家奥特莱斯小
长假期间销售额达7900万元，较平时周末
增长1倍。

多元化需求释放活力

“太火爆了！我11点半到的时候，前面
有30多桌在排队。”昨天中午，市民刘女士和
家人到一家津菜馆用餐，不禁感叹于眼前的
热闹场面。假期里，亲朋好友聚会少不了美
食相伴，位于河东区的爱琴海购物公园拥有
超过百家的餐饮商户，给顾客提供了多样的
选择，一家商户的工作人员表示，最近几天，
店里的客流量可以达到平时的一到两倍。
津南吾悦广场总经理李付宏告诉记者，

结合小长假，商场专门举办了传统民俗文
化和亲子活动，整体客流和销售增长明
显。“几乎达到了春节客流高峰期的水平。”
他介绍，小长假里各种业态全面爆发，其
中，餐饮、运动、数码产品、儿童教培的增长
最为突出。
难得的闲暇时光让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得以释放。全市各大批发市场和大型超市为
市场供应提供了充足货源，监测的103家连
锁超市小长假期间实现销售9300万元，比去
年清明假期增长5.5%，4家重点批发市场的
交易额达到1.4亿元，增长1.12倍，交易量
2.5万吨，增长1.24倍。
与此同时，一些因疫情而延迟的婚宴、婚

纱摄影、装修装潢等婚庆消费需求逐步恢复，
几家等商业综合体中钻戒、西装定制商户的
销售比往年高20%以上……我市重点监测
的10家家电、家具专卖店小长假共实现销售
1800万元，比去年增长15%。

本报讯（记者王音）清明假期，市民扶老
携幼、呼朋引伴外出踏青游玩，来到杨柳青古
镇领略宜人春日风光。

昨天一早，杨柳青古镇景区已人头攒
动。游客三五成群漫步在运河边享受春风
拂面；徜徉在古色古香的胡同大院感受民俗
文化；流连在如意大街的民间小吃摊品味
“老味道”……

除了踏青赏花，还有不少市民到郊区体
验农事、吃农家饭。在杨柳青庄园，很多市民
品尝了大锅炖鱼等农场特色饭菜，还带着孩
子体验采摘等娱乐活动。

据了解，杨柳青镇在清明假期推出“惠民
演出进景区”活动，吸引了广大游客驻足观
看。据统计，小长假期间，全镇共接待游客
10万余人次。

■本报记者曲晴

近日，津城公园里，春景优美如画。
趁着阳光明媚，许多市民走出家门，来到

户外亲近自然。清明假期里，全市125座公园
游园人数攀升，不仅各大公园游人如织，家门
口的小公园也成为“香饽饽”，迎来附近居民踏
青赏花，热情踊跃，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

湖水清清，嫩柳吐绿，山桃、连翘、玉兰、迎
春花竞相开放。假期里，水上公园全园公共游
览区域正常开放。“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我们
带孩子来水上公园散步、赏花，打算一会儿再
去旁边的动物园看看，尽情享受亲子悠闲时
光。”市民刘先生一家三口穿着亲子装，在东湖
边欢乐地拍照留念。

春光醉游人，南翠屏公园内，柳枝摇曳，满

枝金黄的连翘与迎春花争相绽放。小长假里，
前来爬山赏景、登高健身的游客络绎不绝，公园
俨然成为一座舒适惬意、山景幽美的城市氧吧。
水西公园、梅江公园也成为了出游热门目

的地，许多游客都是一家三口、祖孙三代集体
出游，专程来到公园踏青赏景，与家人共度休
闲时光。还有游人表示，家门口的小公园风景
就很美，出门就能见绿地，心情愉快，而且公园
环境干净，还有的带健身设施，在家门口就能
畅享假期。
假日期间，市级城市公园和属地管理的区

级城市公园，在做好三级响应疫情常态化防控
措施的基础上，加强公园景观维护，实施春季
花木管理，浇水、施肥、修剪，为树木开花做好
水肥供给。同时，做好园容卫生保洁，为市民
游客提供了良好的游园体验。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清明小长假，你旅
游了吗？作为春节后首个小长假，消费者此
前受疫情影响积压已久的旅游、返乡、探亲等
需求得以释放。昨天，一家旅游平台发布的
大数据报告显示，当前包括天津在内的国内
旅游市场呈现强势复苏趋势。

记者从该平台获悉，这个清明小长假来

天津旅行的游客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唐山、
保定和沧州。天津市民的出游热情同样强
烈，天津人最爱的跨省游目的地包括北京、上
海、成都、广州和重庆。天津到上海、成都、重
庆、三亚、西安是最热门的航线，除了出省旅
行，也有大量的天津市民选择周边亲子乐园
类的景区度过清明假期。

踏青游玩逛古镇

旅游市场强势复苏

商业收入盆满钵满

125座公园春光醉人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国家给我们免费打疫苗，免除了
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实在是太高兴了，打完之后，感觉心
里踏实了不少。”天津地铁7号线 6标项目部的工友小张
说。日前，由中建基础牵头，中建五局承建的天津地铁7号
线6标项目联合南开区住建委为项目部工友进行了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

在疫苗接种工作启动初期，项目部通过张贴海报、集中宣贯、
观看视频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宣传疫苗接种政策和相关知识，
并为大家答疑解惑。最终，该项目部的接种率达到90%。
“建筑行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防疫压力较大，项目开

展疫苗接种工作不仅是对工人们的生命健康负责，也是为天
津市筑牢防疫堡垒提供支持。”项目部负责人王星辉说。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日前，天津市
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机动车辆清洗分会宣告成立，将在普及中
水洗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规范门店管理等方面发挥作用。

协会机动车辆清洗分会会长王大力介绍，截至 2019
年，我市约有3200余家机动车清洗场所，如果能够使用中
水作业，可节约的水资源相当可观。目前，协会正在向行业
内企业推广中水送水平台，以方便门店使用中水开展经营
活动。此外，针对机动车辆清洗行业门店的星级评定标准
也在制定中，将推进洗车行业从业人员培训和持证上岗。

我市洗车业成立行业分会

红桥区成立4个中小学教育集团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日前，红桥区举行中小学教育集团

成立大会。文昌教育集团以及第三中学、第五中学、民族中学
3个中小学一体化办学集团正式成立。各教育集团将在学校
管理、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办学资源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紧
密共享，建设一体共赢的学校发展共同体。

据了解，文昌教育集团成员校包括文昌宫民族小学、红桥
区中心小学、红桥区西站小学。第三中学教育集团成员校包
括清源道小学、桃花园小学。民族中学教育集团成员校包括
跃进里小学、邵公庄小学。第五中学教育集团成员校包括洪
湖里小学、红桥小学。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日前，京津冀三地气象部门联合发
布预测，京津冀4月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局地
阶段性降温过程后的晴好天气可能会导致杨柳飞絮的集中爆
发，天津城区杨絮预计始飞时间为4月7日到8日。

今年1月至今，京津冀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降水量充
足，日照时数与常年持平。其中2月京津冀气温较常年显著偏
高，导致杨柳树的花芽生长迅速，花期持续时间较短，末花期较
常年偏早10到15天。2月底以来京津冀大部地区出现多次降
温、降水天气过程，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杨柳絮的生长发育进程，
目前京津冀中南部地区杨柳絮已发育饱满，即将进入成熟期。

基于京津冀杨柳树物候期观测，根据都市农业气象服务
中心杨柳絮飘飞预报模型结合未来天气状况计算，目前，冀南
平原的邯郸、邢台的杨柳絮已完全发育成熟，其中邯郸3月28
日已进入始飞期（超过20%的树木开始出现飘絮），邢台3月
30日进入飞絮始飞期，始飞时间与去年相差不大。根据京津
冀地区4月整体气候趋势预测，北京和天津城区杨絮预计始飞
时间为4月7日到8日，郊区略晚。北部燕山一带预计在4月
底后进入始飞期。整个京津冀地区从南到北相差近1个月，柳
絮的飘飞要较杨絮稍晚一周左右。始飞期后5到7天将进入
杨柳飞絮的盛飞期，此外，春季气温持续回升，预计在晴好天气
状况下10时至16时将是始飞地区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

城区杨絮明后开始“飞”

津城假日档消费全飘

�和平区金街前来逛街消费的市民
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吴迪摄

▲水上公园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
园踏青，尽享惬意假期。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清明假期，奥城商业街客流开始增多，夜间消
费逐渐升温。 本报记者吴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