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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2021年4月12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2703件。其中：滨海新区
2251件、和平区375件、河东区760件、河西
区718件、南开区841件、河北区586件、红桥
区316件、东丽区644件、西青区773件、津南
区830件、北辰区909件、武清区767件、宝坻
区842件、宁河区577件、静海区831件、蓟州
区631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
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
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信访举
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
《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
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疫情快报

4月11日18时至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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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8

时至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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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8时至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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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例（中国籍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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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例，在院5
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3例）。

4月11日18时至4月12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
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193例（境外输入188例），
尚在医学观察1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52例、转
为确诊病例27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22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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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2225人，尚有20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两大国家湿地公园八月底建成
蓟州区州河和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对京津冀地区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

2021年天津“彩虹计划”公益项目启动

为血液病患儿献一份特殊礼物

“办实事开新局——
2021区长访谈”第15期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请戴好口罩这边上车，看下身份证
带了没？”早上6时半，在建筑工地门口，一辆大巴已安静等候，
项目部工会工作人员引导当天接种的农民工陆续上车，并再三
叮嘱大家注意安全。连日来，中建二局四公司直营事业部悦嘉
新苑项目已分批组织了600多名农民工进行了新冠疫苗接种，
为农民工健康防护建立屏障。
“刚得知新冠疫苗全民免费接种的消息时，我们立即通知给

了项目上的农民工。但由于项目部距离指定接种点距离较远，施
工生产又比较紧张，同时有的农民工对于疫苗还不太了解或者有
些疑问，不清楚自己身体是否满足接种条件……这些都成为了
摆在项目面前的难题。”项目部工作人员朱贝贝说。为确保接种
工作有序开展，接种前项目部对涉及的十余家分包队伍，包括塔
吊司机、保安、保洁等600余名农民工进行了摸排登记。针对部
分人存在的顾虑，工会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并以已接种人员
的亲身体验帮助农民工解除疑虑。

此外，项目部专门还租用了大巴车接送工人，到了疫苗接种
点，农民工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分批进入，按照登记、候种、预
检、接种、留观等流程依次进行。
“打完疫苗心里踏实多了，之后能更放心地投入建设工作

了！”天津津宝福劳务有限公司的安全员张福高兴地说。

有力有序组织实施好新冠疫苗接种

大巴车接送为一线建设者服好务

本报讯（记者徐杨）昨天，2021年天津“彩虹计划”公益项目正
式启动。今年，我市将受益患儿范围扩大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市第一中心医院、市儿童医院3家医院在
院的血液病患儿及全市16岁以下非在院血液病患儿，并推出“彩虹
计划”延展活动，将公益项目内容从以往组织爱心人士一对一捐赠
患儿“六一”心愿礼物进一步延伸，为患儿捐献一份特殊礼物。
“彩虹计划”是由中华骨髓库发起，京津冀三省市红十字会

共同携手，在“六一”期间帮助血液病患儿实现儿童节心愿的社
会公益项目，该计划在我市已实施5年，共帮助1491名患儿实
现儿童节心愿。随着今年“彩虹计划”启动，患儿心愿征集工作
随即开始，4月29日京津冀三地患儿心愿将同步上线，供社会
各界爱心人士自愿认领；5月25日前，收集整理社会爱心人士
捐赠的心愿礼物，将由顺丰速递免费寄送到医院患儿手中；5月
31日前，爱心企业捐赠的礼物，将发放至各区患儿；6月1日，中
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将为血液病患儿现场举办“彩虹计划”
主题联欢会，向在院治疗的患儿发放心愿礼物。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进一步保护
好绿水青山，蓟州区积极推进州河、环秀
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按照计划，两大国
家湿地公园预计将于今年八月底前全部
建成。

据了解，两大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1240多公顷，其中湿地面积700公顷，不仅
改善蓟州区现有生态环境，而且对整个京

津冀地区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蓟州区水务
部门正加紧进行两大国家湿地公园配套设
施建设，在州河国家湿地公园已完成公园
主入口布置、科普宣教中心300平方米室
内布展、科普宣教点位8处，生物多样性和
水质监测点11处，建鸟类观测点2座，硬质
驳岸改造2公里。环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已

完成小平安村段湿地保护与修复工程2公
里，修复湿地4.4公顷，新建科普宣教中心
740平方米，生物多样性和水质监测点11
处，宣教长廊20米，滨岸植被带恢复18公
顷。通过修建这些项目，在进一步改善生
态环境，保护鸟类的同时，也给市民和游客
提供一个了解湿地、保护湿地的参观学习
场所，进一步增强市民保护湿地的自觉性。

本报讯（记者 赵煜）在蓟州区下营镇
旅游核心区，一到节假日出行高峰，重要道
路拥堵严重，游客投诉不断，农家院经营和
旅游业发展遭遇“瓶颈”；在蓟州区刘庄子
村，邻村旅游业经营得红红火火，自己的村
子却光景惨淡，村民苦恼不已；面对乡村发
展遇到的种种难题，蓟州区区长廉桂峰如
何答复？又将怎样推动解决呢？

4月14日（周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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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期，蓟州区区长廉桂峰实地调研，创新思
路，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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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4月14日（周三）19:30—20:00，
天津广播新闻中心还将与天塔联合推出
“蓟州发展耀天塔”灯光秀活动，以文字、图
片、视频等内容，展现蓟州区的发展态势。
敬请关注！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全方位搭建数字化软硬件基础设
施，实现智慧化展馆建设，目前已建成智慧
化场馆管理、智慧化会展运营、智慧化体验
服务等智能化系统。昨天，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智能运营指挥中心智慧管控平台正
式上线试运行。据了解，智能运营指挥中
心包含两方面职能，一是将作为展会期间
的智能运营中心，二是满足突发情况下的
应急指挥需要，实现综合安防、应急指挥、
设施监控“三位一体”的功能。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管理部总经理助理郭济语介绍：“我
们已经开始对智慧管控平台下的智慧安
防、智慧设备管理等系统进行调试，随着
各个系统的陆续调试完善，将确保今年6

月国家会展中心举办首展时，智慧管控平台
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各系统将形成大数据，
针对观众、主办方、参展商、政府部门、运营
方等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数据分析和应用，
从而提高服务质量，实现运管增效、降低运
营成本、促进贸易合作等作用，并为我市提
供会展经济大数据，为更大发挥会展平台的
作用提供支撑。”

天津国家会展中心是商务部与天津市共
建的国家级会展中心，也是上海、广州之外的
第三大国际会展中心，由天津城投集团投资
组织建设。城投集团副总经理刘军表示，借
助会展运营生成的大数据，能够实现更加丰
富的应用场景，带动更多相关产业和资源集
聚，发挥会展经济“城市发展加速器”功能，在
服务天津产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助力

政府招商引资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截至目前，国家会展中心一期展馆区正

在进行工程收尾和机电系统调试工作，6月
下旬将举办首展——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
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二期工程展厅钢结
构主体已完成，屋面及幕墙等后续工作正全
面开展，二期工程计划2022年底完工并投
入使用。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智脑”上线
智能运营指挥中心智慧管控平台试运行

两大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1240

多公顷，其中湿地面积700公顷，不仅

改善蓟州区现有生态环境，而且对整

个京津冀地区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

样性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仆走进直播间》聚焦宁河百姓生活难题

现代产业园商超菜市场5月底前进驻
■本报记者高立红

入住一年多的居民小区，承诺的生活服
务设施何时兑现？农家院违规建设为何迟迟
不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户厕改造如何真
正落实？今天播出的天津新闻广播《公仆走
进直播间》中，宁河区区长单泽峰现场办公，
回应百姓关切，为群众办实事。

现代产业园相关配套设施陆续启用
宁河现代产业园区海航城二期业主王幸

龙反映，小区2019年交房至今没有学校、市
场、商超、医院等配套设施，出行也很不方
便。王幸龙说，他的孩子刚上一年级，被迫到
20公里外上学，只能在附近租房住，一边还海
航城房子的房贷，再加房租，生活负担加重。
此问题还影响到海航城一期、万科麒麟小镇、
当代公园阅等小区。80岁的居民马骏说，一
位90多岁的邻居生病，是他开着私家车送去
的医院，在这个小区，没有车，出行很难。

这些问题引起宁河区政府的重视，相关
职能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协调处理。现代
产业区管委会主任韩明调研后表示，已与区
卫健委对接，17000平方米医院已启建，年底
达到门诊和临时住院标准，商超菜市场招商

已完成，5月底前进驻。
宁河区政府负责人表示，现代产业园是

宁河重点招商引资项目，由一个企业承诺统
一开发，后该企业资金出了问题，区政府不回
避，积极对接企业，对交到政府的配套设施加
强管理，一应配套服务设施通盘考虑，进一步
提升管理。

泰翔庄园变更用地用途将整改
有群众反映，宁河区北淮淀镇海清公路

一处名为泰翔庄园的违建，紧邻七里海湿地，
为何迟迟不拆？

记者赶到现场看到，庄园大门开在海清
公路边，大门楼、大广告牌，内有硬化路面、能
同时容纳百人就餐的餐厅和单间，蟹池旁也
有硬化路面。记者暗访当天中午，去的比较
晚，有的单间里客人已经吃过饭走了，服务员
在收拾碗筷。

北淮淀镇政府负责同志说，泰翔庄园为
设施农业用地，院内硬化路面和餐饮经营用
房约1000平方米，擅自改变用途，将结合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
其限期整改。

宁河区政府负责人表示，经过3年努力，
七里海湿地核心区整治完成，44平方公里核

心区实现封闭式管理。下一步，一方面加快推
动生态移民工程，涉及5个自然村26000人搬
迁；另一方面，将会同相关市级部门，加快推动
保护区范围调整等工作。同时，对水、空气、土
壤等指标按国际标准设定，定期跟踪，通过十
年努力，让七里海成为国际一流生态湿地。

东棘坨镇高家庄村户厕问题尽快解决
东棘坨镇高家庄村厕所改造2019年完

工后无法使用，冲水箱没水、灯没通电、冬季
结冰。肖女士等4户村民反映，厕所规划不
合理，距化粪池二三十米，一大桶水下去，还
没到化粪池，结果，管道几天就堵了。新厕所
用不了，原来的旱厕去年6月就给扒了，只能
去村南的地里解决内急，家里来客人都很不
好意思、不方便。

东棘坨镇政府负责人说，高家庄还未实
现自来水进村和24小时供水，镇政府抓紧推
进，最晚年底前兑现，协调施工队调整相关化
粪池位置，还将全镇排查，发现问题一并整改。

宁河区政府负责人表示，宁河基础设施
薄弱，特别是东棘坨镇，出现这样的问题，对
不起百姓，责成镇政府实地办公，抓紧解决。
区政府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供水设施改造，
让全区百姓喝上长江水。

南开区万兴街金融街社区联合共建单位的志愿
者，开展“‘井’上添花 扮靓社区”活动，共有来自社区
的20组家庭参加了此次活动，一起给融府小区的10
余个井盖涂画新“衣”，让井变“景”。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爽星摄

“井”上添花让井变“景”

天津工业大学启动学生劳动教育月
本报讯（记者姜凝）挥锹铲土、整地挖坑、栽种树苗、培土围

堰……这是 4月12日在天津工业大学开展的2021年春季植树
暨学生劳动教育月活动。当天全校300多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种植了400棵西府海棠树。据了解，作为课程教育中贯穿的劳
动教育，该校2万余名学生还将在一个月内陆续在校园景观路
旁种植红花碧桃、樱花等植物共计1950株，学生劳动教育月活
动也将每年定期举办，帮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劳动习惯，在
实习实践中涵养劳动品格。

春季高考今日开始填报志愿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2021年

天津市春季高考填报志愿分数范围确定，凡春季高考成绩达到艺
术体育类或普通类填报志愿分数范围的考生均可填报相应志愿。

考生填报志愿时间为：4月13日10时至15日17时，逾期
不再补报。考生在规定的填报志愿时间内，登录招考资讯网
（www.zhaokao.net）,进入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按照
《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使用说明》的提示进行填报。

两起非法收购药品案件被查处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为进一步净化我市药品市场环境，我

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打击非法经营药品违法行为，日前，河西区
市场监管局就查处2起非法收购药品案件。

4月10日，该局接到举报线索，出动执法人员7人，将正在
河西区彭山里小区附近非法收购药品的吴某控制，现场查获药
品109盒。经调查取证，查实吴某非法收购药品109盒，涉案货
值金额1000余元。同日，该局3名执法人员在公安河西分局配
合下，在河西区环湖东路河西二十七幼附近，将正在非法收购药
品的张某某控制，现场查获药品19盒，涉案货值金额200余元。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身体不适时，请到正规医疗
机构就诊，并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和药店购买药品，购买药品时认
准药品批准文号。如果发现药品有质量问题，可拨打
88908890或依据销售凭证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