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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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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54件。其中：滨海
新区2280件、和平区379件、河东区767
件、河西区728件、南开区851件、河北区
591件、红桥区317件、东丽区652件、西青
区779件、津南区840件、北辰区924件、武
清区779件、宝坻区853件、宁河区583件、
静海区838件、蓟州区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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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18时至5月17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5月16日18时至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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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18时至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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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例（中国籍
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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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籍1例），治愈出院235例，在院6例（均
为普通型）。
5月16日18时至5月17日18时，我

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2例（其中
科特迪瓦输入1例，中国籍；波兰输入1

例，波兰籍）。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15
例（境外输入210例），尚在医学观察14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73例、转
为确诊病例28例。

第21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科特迪瓦阿比让市。该患者自科
特迪瓦经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
5月13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
体温正常。经初步流行病学调查及海关检
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空港医院。14日空
港医院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IgG均
为阳性，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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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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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5例无症状感染者，波兰籍，近期
居住地为波兰。该患者自波兰华沙乘坐航
班（LO093），于4月29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
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5月6日、12日武清区人民医
院连续两次检测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G
阳性、IgM阴性、新冠病毒核酸阴性，16日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
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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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5月1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
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2818人，尚有
36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 本报记者 徐杨

互联网、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
改善了我们的就医体验。近年来，我市不
断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通过智慧
化就医服务优化群众就医流程，实现了诊
疗效率、医疗服务、患者感受同步提升。

张朋近日陪父亲到一中心医院看糖
尿病，医生检查后建议老人住院治疗，开
好住院证的同时也为父子俩开出了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申请。

住院患者及陪护家属都要做核酸检
测，张朋知道这是疫情防控的需要，是现
在各医院的统一要求，所以很担心做检测
的人多，得花很长时间排队等候。

没成想到了核酸检测门诊，他们并没
看见有多少人排队，张朋用两人的医保卡
在自助机器上预约、挂号、开单、缴费，很
快就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后面就剩下去检
测采样处完成流调和采样，几分钟就完成
了全部的环节。当天下午，张朋便从自助
机上打印出了父子俩的核酸检测报告，笑
着说：“智能化太方便了，明天父亲就能顺
利住院了。”

一中心医院信息处处长孙歆介绍
说：“利用智慧化手段摒弃传统的人海战

术，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提升医患双方
的效率，我们依托近年来建设的‘互联网
医院’在核酸检测门诊实现了从预约挂
号到查询报告、自助打印的智能化无人
操作，患者可以自助完成除流调、采样外
的全部流程。”

复诊续方、在线咨询、线上支付、药品
快递到家……“互联网医院”的便利不仅
限于让患者告别排队等候，还让距离不再
成为患者就医的障碍。

赵明大爷患高血压十余年，日前因双
下肢水肿到一中心医院肾内科门诊就诊，
被诊断为慢性肾脏病4期入院治疗。医生
把老人加入到慢性肾脏病管理中心，制定
饮食方案，调整生活方式。出院后，医生
又通过“互联网医院”制定“周随访管理计
划”，帮老人预约门诊时间定期复诊，并通
过线上图文了解老人在家中的膳食、生活
方式及血压调整情况。

经过3个月的强化综合管理，老人的每
日食盐摄入量显著下降，蛋白质饮食结构合
理，血压降到145/90mmHg，肾功能稳定。
老人感激地说：“多亏了现在先进的技术，在
家就能得到监督和指导，光靠我自己肯定没
法儿控制得这么好。”

一中心医院肾内科主任常文秀说：“‘互
联网医院’打破了传统就医的空间与时间限
制，为医生患者搭建了方便快捷的沟通平
台。一方面，我们医生可以直接在线上查阅
历史处方、检验检查报告等关键诊疗信息，
为复诊患者提供精准的咨询服务；另一方
面，我们还可以为像赵大爷这样的慢性病患
者提供专业的诊后服务，帮助患者在院外得
到专业管理。”

近年来，我市卫生健康行业以落实深化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为重点，
全面推进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智慧门诊、
区域智慧医疗、新型医疗健康等应用，有效

改善了医疗服务、提高了管理水平、提升了
诊疗能力，使群众有了更好的就医体验。

今年，市卫生健康委继续深入推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服务，应用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分析等技术，优化诊疗流程，推进精细
化智慧门诊、智慧住院服务；启动开展医学
影像应用项目建设，实现全市三级医疗机构
影像数据跨机构共享。另外，继续推进全市
三级医疗机构及有条件的二级医疗开展互
联网线上咨询、互联网诊疗服务和互联网医
院建设，加强线上线下业务协同，完善互联
网诊疗咨询、复诊、处方、处方流转、药品配
送、护理服务等功能。

同时，市卫生健康委还将加快推进高质
量全民健康信息化建设，鼓励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智能语音随访、远程随访、线上诊
疗等服务，有效提升基层信息化支撑保障能
力。搭建覆盖全市各级公立卫生医疗机构
的分级诊疗平台，搭建远程医疗服务及监管
平台，推广远程会诊、远程超声波、远程手术
示教、移动式院前协同急救等应用，实现远
程医疗服务覆盖所有医疗联合体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在我市“遍地开

花”，患者就医有了好帮手，实现了“百姓少跑
腿、数据多跑路”。

优质医疗“触屏可及”
——我市不断健全“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天从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5月 13 日以来，
安徽省六安市和合肥市、辽宁省营口市
和沈阳市等地先后发生本土新冠肺炎
疫情，并调整了部分地区风险等级。疫
情发生后，我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组
织开展疫情风险研判评估和重点地区
来津人员排查。

截至5月17日12时，我市已累计发现
具有安徽省、辽宁省等重点地区暴露史人
员2356人，均纳入管控，已完成核酸检测
或持有核酸检测证明人员均为阴性，相关
排查及核酸检测仍在陆续进行中。同时，

我市积极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截
至目前，已累计接种1046万剂次，覆盖常
住人口超636万人，18岁以上目标人群接
种覆盖率达到54.4%。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要

继续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的各项规定，近期
非必要避免前往安徽省六安市、合肥市肥
西县，辽宁省营口市、沈阳市等近期出现疫
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一旦前往返津后，
须主动向社区或工作单位报备，并积极配
合做好核酸检测等相关工作。
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自己及家人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咽痛、腹泻、乏力、

全身酸痛、味觉异常等症状，特别是近
14日内具有重点地区相关旅居史或与发
热等症状人员接触史，要及时前往正规
医疗机构的发热门诊就医，就医途中要
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并避免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

要尽早接种疫苗，特别是交通场站、农
贸商超、医疗机构、建筑劳务、进口冷链等
重点行业人员要积极接种。

要全面提高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坚
持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
聚集、安全社交距离等良好的卫生习惯以
及绿色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

我市发现2356人有安徽辽宁等重点地区暴露史
已完成核酸检测的均为阴性

■本报记者姜凝

在“飞夺泸定桥”中感受“大渡桥横铁
索寒”的惊心动魄，跨越千年“走进”云冈石
窟“触摸”国家宝藏，“飞临”会馆戏台“进
入”京剧名篇来一场联袂演出……在第45
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5月17日，南开
大学博物馆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主题为
“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的全新视、
听、沉浸与交互的“盛宴”——借助大空间
多人VR（虚拟现实）交互体验设备、移动式
VR头盔、AR（增强现实）沙盘、MR（混合现
实）设备等，带体验者完成“穿越”之旅。
“简直太神奇了……”在南开大学津南校

区公共教学楼内，不少师生前来参与体验，许
多项目前排起了长队，惊叹声此起彼伏。
“我去过一次云冈石窟，但当时游客太

多、距离太远，很多内容没来得及仔细观
看，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这么多的
文物，体验真是太棒了！”南开大学历史学
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袁旭东开心地跟记
者说。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等新科技，大家可

以突破时空限制，在复原场景中观赏、行走
与互动，身临其境地感受文物与历史的魅
力。”南开大学博物馆负责人张婧文说，这
次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云冈石窟、北京故
宫、南越王墓等不可移动文物都被“搬”进

了校园，供参观体验。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文博与世界史党支部在此开展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主题党日活动。“这种新技术辅助的党史
教育，能通过沉浸式、交互式体验，打破时空

限制，为我们党组织开展红色体验式教育、上
党课提供新形式。”党支部书记赵若凌说。
“南开大学博物馆今后将发挥特色优势，

沿着文物数字化、可视化的道路不断探索。”
张婧文说。

南开大学举办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活动

戴上VR，我们来“穿越”历史

同学们“穿越”体验飞夺泸定桥。本报记者姜宝成摄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5月20日是第
22个世界计量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
解到，为加强计量宣传，进一步提高全民对
计量的认知和了解，该委将在世界计量日
期间，组织开展计量现场宣传咨询服务活
动。届时，天津市计量监督检测科学研究
院和各区市场监管局将以今年世界计量日
“测量守护健康”这一主题，分别开展近20
项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日前，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首单投标
保证保险电子保单正式落地。该笔保单是由中国人保天津市分
公司开立的，购买人是我市一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其投标的是
宁河区一条公路沿线的美化亮化工程。这项金融创新服务使得
参与招标采购的企业，省去了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招投标保
证金，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优化了营商环境。

4月25日，宁河区丰台镇滨玉公路沿线美化亮化工程项
目发布招标公告。公告期间，我市一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通
过电子保单的方式代替了投标保证金。目前，招投标项目保
证金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且一般会冻结一到三个月时
间，对小微企业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压力。所以，当天津
农村产权交易所推出投标保证保险电子保单产品后，投标企
业第一时间“拥抱”了它。

与传统的保证金相比，电子保单可实现交易全流程电子化、
信息化、规范化。“我们选择电子保单，全程线上操作，不仅简化
了办理手续，提高了投标效率，更减少了资金占用。而且，电子
保单无需抵押、无需反担保、无需冻结资金，真是太给力了。”这
家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日前，天津医药与上海医药、云南白
药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拟共建“云天上·复兴中华优秀
传统中医药产业联盟”，传承发展、守正创新，促进我国中医药事
业的新时代发展。

协议约定，合作各方将发挥各自在科研、技术、市场、资本、
管理、品牌等方面的优势，聚焦中医药领域开展合作，响应国家
中医药发展战略，共同推动中医药产业的传承精华与守正创新，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与产业化，使传统中医药发扬光大。三方将
在多个方面通力合作，包括研发合作和科技攻关、参与中医药标
准的研究与制定、推进产业链协同联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整
体竞争力、拓展中药大健康产业等。

去年年底，天津医药集团完成混改，上海医药控股股东
上海上实牵头成立的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摘得天
津医药67%股权。日前，上海医药宣布将引入云南白药作为
战略投资者，此次产业联盟的成立，是上海医药宣布引入云
南白药作为战略投资者、天津医药完成混改后的三方首度公
开携手。

“没想到还能亲手发送摩尔斯电码、试拨手摇式电
话……”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天津联通红色文
化学习教育基地正式开放，近百名用户代表、师生代表、天
津联通党团员及退休老党员代表在这里体验创新业务，感
受智慧生活。
位于中国联通南马路营业厅的天津联通红色文化教育基

地，共分为党建文化展厅、通信博物展厅、创新业务展厅三个
区域。在党建文化展厅，联通老党员利用天津联通自研产品
智慧党建屏向年轻党员讲授专题党课。在创新业务展厅，“智
慧家庭生活馆”成为参观者关注的焦点。“真是科技改变生活，
有了高速网络支撑，智慧社区、智慧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便
捷、更安全。”市民郑先生边参观边说。

图为教育基地里基于5G技术搭建的小型气象站。
本报记者万红张磊摄影报道

天津农交所

首单投标保证保险电子保单落地

天津医药携手上海医药云南白药

三方共建传统中医药产业联盟

智慧生活更便捷

蓟州邦均物流园建设提速

“非遗市集”开市
政企合作文化惠民

今年世界计量日
开展近20项宣传活动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127期3D开奖公告

6 0 6
天津投注总额：55172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246注
394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10 27 060430 11 07+20

第2021055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8注
38注
209注
612注
6300注
9662注
68677注

106098元
3190元
1160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265228元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作为我市2021年重点建设项目，蓟
州邦均物流园自开工建设以来，抓质量、保进度，项目建设按下
“加速键”。

据了解，该物流园项目占地271亩，总投资为7.24亿元，致
力于打造辐射京津冀的物流基础设施服务基地，集办公、仓储物
流于一体的智能生态综合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王睿）上周末，汇集了乐器
张、大港“面人王”、大港剪纸、大田豆腐等近
30个“非遗”项目的“非遗市集”在黄港火车
文化休闲街开市。
活动现场有精彩的“非遗”产品与技艺

展示，市民亲身体验天津本地民俗文化。
据了解，此次“非遗市集”是滨海文投公司
与北塘街道办事处、滨海建投地产公司三
方签订战略协议后首次合作开展的大型文
化活动，也是滨海文化中心在黄港生态休
闲区打造跨区域文化品牌输出示范基地的
精品内容。三方将以社区群众的文化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共同探索社区文化和
精神文明发展新模式，将高水平、多业态、
全要素的文化资源送进社区，持续推出高
质量的“文化大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