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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4月8日18时至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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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8时

至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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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日18时至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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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例，在院6例
（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4例）。

4月8日18时至4月9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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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51例、转为确诊
病例27例。

截至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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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全球最大集装箱海运联盟在津开通欧洲新航线

天津港今年新开通首条外贸远洋干线
我市发布2020年居住房屋租金水平

平均租金25.1元/月/建筑平方米

北辰区残联联合北辰医院
开通残疾评定网上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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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全球最大集
装箱海运联盟——海洋联盟在天津港开通
欧洲新航线。“这是天津港今年新开通的第
一条外贸远洋干线，将进一步丰富天津港
外贸远洋干线网络，完善京津冀区域经海
上丝绸之路通达欧洲的海上国际运输通
道，进一步增强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辐
射带动作用。”天津港股份公司业务部副总
经理任伟说。

他告诉记者，此次开通的海洋联盟欧
洲新航线，由海洋联盟成员长荣海运公司
投入10条14000到20000标箱船型远洋
集装箱船进行周班运行的。“货轮从天津港
出发，途经新加坡、科伦坡、苏伊士运河，抵
达安特卫普、汉堡、鹿特丹等欧洲主要港
口，将为京津冀和‘三北’地区进出口企业
提供一条通达欧洲的便捷海上运输通道。”

对此，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涛颇为认同：“我们负责的是北
京奔驰海运进出口的管理和操作等业务，
新航线的开通让我们在这条航路上拥有了
更丰富的选择。以往我们走北欧二线，一
周一班，每周进口量在1200到1600标准
箱之间。虽然量大但比较集中，这对于供
应链的可控性是有一定挑战的，如遇特殊
情况冲击也大。现在不仅供应链的抗风险
能力有了很好的提升，更加充盈的供给也
将带来更加优化的成本空间。”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港集团充

分发挥“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点、新亚欧大陆
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和服务全面对外开放
的国际枢纽港作用，主动对接全球各主要海
运联盟及船公司，全面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相
继开通了宏海海丰高丽以星东南亚航线、高
丽南星日韩航线和海洋联盟欧洲新航线。今

年一季度，天津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
长20%以上。
“目前，天津港集团拥有十几条远洋干

线，可联通欧洲、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我们也将继续加强集装箱航线的市场开发，
继续开拓远洋干线，挖潜近洋航线，做强环

渤海内支线，升级‘两港一航’南北物流大通
道航线。通过不断增强的航线规模效应，实
现货源聚集，为腹地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便
捷的服务，持续增强服务产业链供应链能
力，更好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任伟表示。 供图天津港集团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天从河北区获
悉，意风区一期提升改造工程于2020年11
月正式启动，目前街区墙体整修、灯光、绿化、
城市家具等工程正在加紧施工，4月25日前
意风区一期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完工，预计“五
一”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本次提升改造主要涉及自由
道、民族路、民生路和马可波罗广场、但丁广
场、规划展览馆前广场等区域，重点着眼于
基础设施改造和景观风貌提升，打造美观舒
适、便利安全、富有特色的街区风貌和硬件
环境。4月25日至29日为开街筹备期，对

灯光、饰品等进行最后调试及摆放，确保“五
一”顺利开街。

意风区改造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引入专业
化高水平团队，精心策划举办系列意式特色活
动。将以“五一”为节点，结合民主剧院德云社
天津分社开业，举办意风区开街活动。通过打
造马可波罗广场光影秀、规划展览馆灯光秀、

意大利风格艺术画展及雕塑展等亮点项目，结
合系列主题，举行多点位、多时段、多样化的街
区演绎活动，让意风区“五一”假期“天天有新
意”“步步有惊喜”。通过开展定期特色活动，
进一步优化意风区消费体验环境，打造良好的
商业氛围，将意风区打造成为我市地标性旅游
打卡地、“天津城市会客厅”。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万红）昨日，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就
进一步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将在港
口核心装卸、港口物流、港口数字化运营等
领域进行全面合作，努力打造全球港口数
字化转型样板。

据悉，2020年6月，华为公司与天津
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以“建设世

界一流港口”为目标，通过信息化顶层设计及
智慧港口建设方面的深度合作，共同建设港
口示范工程。今年1月，天津港北疆港区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正式启动1#泊位联调

联试，这是推动天津港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新
的里程碑。目前，华为公司提供的云计算、大
数据、5G、自动驾驶等技术能力，已在C段智
能化码头率先合作落地，后续还将共同推进

天津港传统码头的自动化改造，并联合向全
球进行推广。

未来，双方还将在港口大脑、5G 和
AI融合生产、物流、智慧港区等港口数字
化转型方面展开深入合作，加速天津港
在安全、效率、体验领域的全面提升，助
力天津港建设世界一流的绿色、智慧、枢
纽港口。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了天津
市2020年居住房屋市场租金水平。此次发布的租金水平涵
盖全市114个版块，198个重点住宅小区。全市居住房屋平均
租金水平为25.1元/月/建筑平方米，同比下降0.5%，总体保持
稳定。

从物业类型看，高层住宅房屋平均租金水平24.6元/月/建
筑平方米，同比下降0. 9%；多层住宅房屋租金水平25.2元/月/
建筑平方米，同比下降2.3％。从区域分布看，市内六区居住房
屋平均租金水平36.3元/月/建筑平方米，同比上涨0.8%；环城
四区住宅房屋19.4元/月/建筑平方米，同比下降1.8%；远郊五
区住宅房屋13.7元/月/建筑平方米，同比下降5.1%；滨海新区
住宅房屋21.2元/月/建筑平方米，同比下降0.4%。

据了解，我市住房租赁市场在去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4月份复工复产后市场快速回升，全年保持较为活跃态势，
成交量较2019年提高30%。租金价格方面，由于西青、东丽、
宝坻等区有大量还迁安置房入市交易，这些房屋受自身条件及
地域限制，租金价格相对较低，拉低了区域租金价格，但全市总
体租金水平与2019年相比并无明显变化。总体看我市住房租
赁市场房源供应充足，成交量增价稳，显示我市在培育住房租赁
市场方面成效明显。天津市2020年居住房屋市场租金水平详
情可通过天津市住建网进行查询。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为有
力有序组织实施新冠疫苗接种，经开区昨天新增了两个新冠疫
苗接种场馆，分别为鸿富锦公司流动接种点和现代产业区临时
接种点。

鸿富锦公司流动接种点位于鸿富锦公司厂区内，占地面积
1500平方米，共设10个疫苗信息登记台、10个疫苗接种工作
台。为保障企业晚班生产员工的工作和休息时间不受影响，疫
苗接种点工作人员及医护人员每天上午8点至10点错时为晚
班员工接种疫苗。

现代产业区临时接种点位于滨海新区汉沽现代产业区栖
霞街8号（原蓝领公寓一层用餐大厅），场馆面积约600平方
米，设有10个疫苗信息登记台、10个疫苗接种工作台，按照规
划这一接种点将主要服务现代产业区范围的 61家企业约
7000名职工。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经开区新增两个新冠疫苗接种场馆

2021年3月份城市管理综合考核结果公布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1年4月10日

市民政局

旅游集团

市公安局

城投集团

市城市管理委

市水务局

市路灯管理处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通信管理局

市交通运输委

1

2

3

3

5

6

7

8

9

10

95.8

95.5

94.7

94.7

94.2

94.1

93.4

93.2

92.9

92.8

滨海新区
和平区
河北区
红桥区
南开区
河东区
河西区
津南区
东丽区
西青区
北辰区
武清区
蓟州区
静海区
宁河区
宝坻区

——
1
2
3
4
5
6
1
2
3
4
1
2
3
4
5

93.4
94.9
93.7
92.9
92.8
92.3
91.6
94.3
94.2
94
90.4
92.7
91.9
91.7
91.5
91.3

区 名次 考核结果 部门 名次 考核结果

华为助力天津港建世界一流港口

近日，我市蓟州区马营公路两侧梨花竞相绽放，如一排排浪花，将北部的一条条山涧与沟壑涤成了春天
特有的雪白，同时，开启了津城山区最美的赏花季，而大山南侧的英歌寨，千万株怒放的连翘花正把山坡染得
一片金黄，无论走在哪里，映入眼帘的，都是一望无际的醉人春色。

通讯员王广山摄

意风区“五一”将对外开放
开街活动、灯光秀、街区演绎精彩不断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慈轩）昨日
从市慈善协会获悉，“有爱，不再孤单——
慈善助孤”活动已经启动，将对符合条件的
散居孤儿与特殊家庭未成年人每人资助
1000元。

据介绍，此次活动救助对象为全市散居孤
儿或双亲一方离世另一方出走4年以上的特
殊家庭的未成年人。为了鼓励孩子们奋发向
上，本次活动还对全市优秀孤儿进行奖励。凡

具有我市户口，并在我市中、小学及各类中专、
职专学校在学的孤儿，在2020年——2021学
年度，获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
的，市级每人奖励2000元；区级每人奖励

1200元；校级每人奖励600元。获各类学
科、各种特长前三名奖励的，国家级每人奖励
2000元；市级每人奖励1000元；区级每人奖
励800元；校级每人奖励400元。

“有爱，不再孤单——慈善助孤”启动
我市开展慈善助孤活动 符合条件者每人资助千元

本报讯（记者 姜凝）一根普通的人类头
发可以“秒变”爬行机器人？长期致力于人工
肌肉材料研究的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化学学院刘遵峰教授团队，利
用加捻和冷烫技术研发出了一种自行固定智
能头发人工肌肉，可通过感知湿度实现自动
伸缩，用它制成的毛虫机器人可以做出爬行、
扭转等动作。该技术为含化学键的加捻纤维
的定型提供了一种新策略，在生物相容性智
能材料、传感器和软体机器人研发领域中具

有广阔应用前景。
据刘遵峰介绍，头发是一种由丰富角蛋白

组成的天然生物材料，具有高拉伸强度、高隔
热性、完全的生物降解性、容易获得等优点，非
常适合制备自固定人工肌肉。经过反复试验，

该团队利用头发中二硫键和氢键形成的交联
网络，开发出了这种“智能烫发新技术”，实现
了湿度响应的头发人工肌肉的自固定。研究
团队用这种自固定头发人工肌肉制作了湿度
传感器、智能开关、爬行毛虫机器人。

普通头发可“秒变”爬行机器人
南开大学团队研获自固定智能头发人工肌肉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为解决残疾评定
申请时间长、评定医院联系不通畅等问题，
北辰区残联联合北辰医院于近日正式开通
了残疾评定网上预约功能。据了解，从4月
起，北辰医院涉及的肢体、言语、听力、视力评
定全部实行一站式网上预约挂号。

地铁4号线南段
民航大学站过街通道贯通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昨天，天津地铁4号

线南段工程首台顶管机——民航大学站B出
入口过街通道顶管顺利实现接收。由中建八
局华北公司承建的民航大学站位于中国民航
大学南校区西侧、津滨大道南侧，B出入口过街
通道工程顶管段长88.077米，既可以作为连通
津滨高速两侧居民区及民航大学南、北校区的
过街通道，又是4号线民航大学站的出入口。

王风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国家物资总局天津办事处
副主任、离休干部王风同志（正局级），因病
于2021年 4月 6日 22时 26分在天津逝
世，终年98岁。
王风同志遗体已于4月8日在天津市

第二殡仪馆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