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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秋冬季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环境部通报在“2+26”城市中PM2.5浓度改善率位居区域前列

津城重污染天数4天

100余种津产花卉亮相花博会
盆景、插花、平面压花等50余件作品参展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5月22日18时
至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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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至5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43例（中国籍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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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例（轻型1例、普通型7例）。

第24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218例新冠病毒无症
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因出现发热，最高体温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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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18时至5月23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1例（中国籍，几内亚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22例
（境外输入217例），尚在医学观察16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
学观察176例、转为确诊病例30例。

第22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亚。
该患者4月7日自几内亚乘坐航班抵达法国巴黎，因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于当地隔离6周，无特殊治疗，后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自法国巴黎乘坐航班（AF382），于5
月21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
院发热门诊就诊。当日空港医院新冠病毒特异性抗体IgM阴
性、IgG阳性，5月22日新冠病毒鼻/咽拭子核酸检测结果为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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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2930人，尚有275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一周天气

冷空气活动频繁
最高气温预计不超30℃

5月22日18时至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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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曲晴）日前，生态环境部
印发《关于重点区域2020—2021年秋冬
季环境空气质量有关情况的函》，通报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秋冬季空气质
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2020年 10月至
2021年3月，我市PM2.5浓度为55微克/立
方米，在“2+26”城市中排名第五，同比改
善11.3%，改善率位居区域前列；重污染天
数4天，在“2+26”城市中重污染天数最
少，排名第一，同比减少8天。PM2.5浓度
及重污染天数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国家下
达的2020—2021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
目标，为区域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发挥了重
要作用。

据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负责人王

文美介绍，我市加快实施结构减排，煤炭消费
总量控制在3750万吨左右，煤炭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控制在45%以下，累计完成123万
户农村居民清洁取暖改造和商业散煤治理，
基本实现散煤“清零”；破解“钢铁围城”“园区
围城”，3家钢铁企业完成退出，累计完成246
个工业园区治理任务；天津港停止国三标准

及以下柴油车集输港，铁矿石铁路运输比例
达到60%以上。

同时，深入实施工程减排，完成43台燃
煤锅炉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41台燃煤锅炉
实现改燃或热源替代，严把煤炭准入关、运输
关、堆存关、集输港关。保留的4家钢铁企业
完成生产工序超低排放改造，152家工业企

业完成挥发性有机物源头替代或深度治理，
640台燃气锅炉完成低氮改造。严格中重型
柴油货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和油品储运及质
量管控，推广新能源汽车4.3万辆，移动源颗
粒物、氮氧化物的排放较 2017 年均下降
30%以上，柴油货车排放达标率超过95%，
排气口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

此外，强化实施管理减排，按月实施各区
大气污染防治考核和空气质量综合排名经济
奖惩，综合运用全市646个高架视频设备监
控、645家在线监测系统和5800余家工况用
电监控系统对露天焚烧火点、工业企业排放
情况进行实时监管，依托高架视频及热感识
别等信息化手段开展散煤动态监控试点，人
民群众的“蓝天获得感”显著增强。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天津科技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天津
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共建的“工程生物学院”揭牌成立。

依照《天津市科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工程生物学院”将以天津科技大学“发酵工程”国家重点学科、
生物工程等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等为依托，推动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构建面向工程生物学领域的科教融合育人新模式，高标
准推进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天津生物制造谷、天津
市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创业联盟等的建设，助力构建具有天津特
色的“1+3+4”产业体系，为我市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培养输送高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和应用
技术人才。

工程生物学是采用工程化原理，模拟或重新设计基因、分子
与细胞，从而开发新的产品、过程和系统的新兴学科领域，将大
大促进新一代生物技术发展，在化工材料、医药健康、农业食品、
可持续能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带来颠覆性影响，可引领产业技术
变革方向，重塑世界产业格局。

本报讯（记者陈璠）5月21日，以“花开中国梦”为主题的第
十届中国花卉博览会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园。天津代表团携100
余种津产宝莲灯、芍药、郁金香等花卉植物亮相，集中展示我市
花卉产业发展成果。

作为我国花卉领域规格最高的综合性国家级花事活动，中
国花卉博览会素有“中国花卉界的奥林匹克”之称，每四年举行
一届。今年花博会参展单位数量达到189个，是历届最多的一
次。本届展会我市精心组织、紧密协作，仅用一个月时间，就从
全市在历届国际国内获奖的80件作品中遴选出盆景、组合盆
栽、插花、平面压花等50余件作品，参展作品的规模、品种、品质
等方面，均为历届参展之最。

据了解，本届花博会设有180个室外展园和64个室内展
区。天津室外展园的主题为“花开津门”，占地面积2500平方
米，以“一花”“一庭”“一脉”“五大模块”为构架，展示“生态天
津”“历史天津”“绿色天津”“文化天津”“智慧天津”。天津室外
展园正中间设计为候鸟“腾飞”主雕塑，芦苇、荷花、睡莲等水生
植物随风起舞，灵动多姿，展示天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展园
从立面、陆面、水面三个维度诠释“花开中国梦”展会主题，五大
道浮雕、天津之眼、解放桥、盘山、杨柳青年画等雕塑艺术品点缀
其中，展示天津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着力打造“城市
绿色发展领先花园”。

在室内展区，天津展厅面积近150平方米，采用动静结合方
式设计。静态区域展示我市插花、平面压花、盆景、组合盆栽等
代表作品，来自天津企业培育的宝莲灯、芍药、郁金香等纷纷亮
相，吸引众多观众拍照留念。 动态区域运用现代智能科技手
段，营造沉浸式空间，让观众仿佛置身月季花海，结合天津风貌
和天津花卉产业宣传片，更好地体味天津温度、天津魅力，宣传
建党百年来，天津辉煌的规划建设发展成就。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曲腾飞
孙艳丽）日前，随着渌水道站至双港站区间
右线最后一对钢轨接头焊接完成，天津地
铁6号线二期工程全线轨道铺设及焊接完
成，较原计划提前9天实现全线长轨通节
点目标，为后续设备安装、车辆调试、联调
联试创造了有利条件。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正线铺轨长度约
33.6公里，含9站9区间，线路途经河西区、
津南区。截至目前，地铁6号线二期车站
主体结构、区间隧道完成100%，正线铺轨
完成100%，设备安装完成73.8%，车站附
属结构完成81.4%。

本报讯（记者韩雯）记者日前从市民政局
获悉，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近期，一些机构
和企业打着“养老服务”“健康养老”等名义，以
“高利息、高回报”为诱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
吸收老年人资金，给老年人造成严重财产损
失和精神伤害，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提醒老
年人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
力，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防止利益受损。
据介绍，目前，养老领域的非法集资表现

形式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
资。一些机构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
务，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预交
“养老服务费用”等名义，以向会员收取高额
会员费、保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

法集资。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机构或企业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养
老基地，以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或者以长期
出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公寓使用权等名义，
通过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购、承诺高
额利息、“私募基金”等形式非法集资。以销
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业不具
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
主要目的，采取商品回购、寄存代售、消费返
利、免费体检、免费旅游、赠送礼品、会议营
销、养生讲座、专家义诊等方式欺骗、诱导老
年群体，实施非法集资的行为。以宣称“以房
养老”为名非法集资。一些企业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打着“以房养老”的旗号，通过召开推

介会、社区宣传等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
贷”或者变相“借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
议，抵押房屋以获得出借资金，再将资金购买
其“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进行非
法集资。
“非法集资，不能碰，否则一辈子血汗钱

将付之东流。”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非
法集资存在高额利息无法兑现、资金安全无
法保障、养老需求无法满足的风险。按照《防
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等有关规定，对非法
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将严肃追究法律责
任，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因此，老年朋友
一定要认清非法集资“画饼—造势—吸金—
跑路”的套路，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日前，由天津市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办的“春风万里绿食
有你”绿色食品宣传月活动在我市拉开帷
幕。活动展示天津绿色食品品牌形象，引
导天津农业加快向绿色化、优质化、特色
化、品牌化发展，并助力提升我市农产品质
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本次活动以“绿色生产 绿色消费 绿
色发展”为主题，天津本地14家优质绿色
食品生产企业逐一进行现场推介，介绍各
自企业绿色食品特色和成果。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上周末的一场
降雨，让气温在一夜之间明显下降。本周，
冷空气活动依然较为频繁，周内最高气温
也不会升至30℃以上。

昨天白天，受上游沙尘天气影响，中午
开始我市陆地风力逐渐加大，有西北风4
到5级阵风6级，并伴有扬沙。

今天风力依然较大，天津市气象台昨天
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
天津大部分地区将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可
达7级。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不仅
是周一，在接下来的一周，冷空气活动较为
频繁，25日白天到前半夜风力较大，26日，在
冷涡影响下，天空转云量增多，风力较大，预
计周内最高气温不会超过30℃。

本报讯（记者廖晨霞）近日，河西区居家养老服务载体建设
喜讯频传，梅江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越秀路街道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投入运营。

新建成的梅江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位于梅江街川水园
社区内，建筑面积近1500平方米，设有休息室、营养配餐室、
书画室、茶艺室、文体活动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区，嵌入社区
健康驿站和康复理疗室，可为周边老年群体提供助餐、助医、
家政保洁等项目服务。中心在配备日间照料室和短期托养室
的基础上，深化“住养结合”的融合式助老服务，为有需求的老
年人提供旅居养老、日间护理、入户康复理疗和临时托管等多
项服务。

越秀路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紧邻越秀路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除助餐服务外，还可提
供理发、修脚、美容、理疗按摩等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乐思学
堂、乐享驿站、西岸书斋等功能区域，全天开展剪纸、编织、书
法、刻瓷、手绘等文化艺术活动。聚焦医疗康复保健功能，
中心还内设短期托养和日间照料室，提供 14张床位，可为
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照护托养服务。此外，多样的康复训
练器械及多功能助浴室，也从细节着手满足老年人更多康
复照料需求。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日前从市卫生
健康委获悉，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委、
市医保局、市药监局4部门将联合开展为期1
年的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查处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诊疗技术规范，损害人民群
众利益的不合理医学影像、实验室、病理学等
医疗检查行为，推进规范医疗行为促进合理
医疗检查工作常态化制度化。

一是治理违法违规开展医疗检查行为。
打击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超出诊疗
科目范围开展医疗检查，开展禁止临床使用
的医疗检查，使用未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医
疗器械、聘用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医疗
检查，以及违规收取医疗检查费用等违法违
规行为。专项治理行动中，发现存在违法违
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的定点医疗机构及相关
涉事人员，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二是治理无依据检查、重复检查等不合

理检查行为。组织对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
患者医疗检查情况进行自查和抽查，发挥医
疗质控组织和内控部门作用，组织专家对医
疗检查必要性、规范性进行论证，查处违反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及有关诊疗技术规范等
开展的无依据检查、非必要重复检查等行为，
责令整改，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三是治理违反知情同意原则实施检查行
为。落实《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纠纷预防与
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重点治理实施特殊检查
未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情形。引导医疗机构强化
落实知情同意和院务公开要求，加强科普宣教，
公开本院开展的检查项目收费标准。医务人员
在为患者开具检查单前，要说明检查目的和必
要性，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理解与配合。对于特
殊检查，要取得患者或家属书面同意。

四是治理违反诊疗规范为患者办理出院后
再次办理入院行为。重点治理违反法律法规和

诊疗规范的理由推诿患者、勒令出院，将不符合
出院标准的患者办理出院后再次办理入院的情
形。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医疗行为，严格
执行《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护士条
例》等法律法规和诊疗规范，认真掌握患者入出
院指征、转诊条件和手术适应症。

五是治理可能诱导过度检查的指标和绩
效分配方式。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和科室实施
“开单提成”、设置业务收入指标并与医务人
员收入直接挂钩等可能诱导过度检查的行
为。推动将技术水平、疑难系数、工作质量、
检查结果阳性率、患者满意度等作为绩效分
配重点考核指标，引导建立体现医务人员劳
动价值和技术价值的绩效分配方式。

六是治理违反规划配置大型医用设备行
为。加强对有关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查处
违反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管理，违规使用
配置大型医用设备用于临床诊疗的行为。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我市PM2.5浓度为55微克/立方米，在“2+
26”城市中排名第五，同比改善11.3%，改善率位居区域前列；重污染天数4
天，在“2+26”城市中排名第一，同比减少8天。
PM2.5浓度及重污染天数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2020—2021

年秋冬季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为区域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开大学科技周开幕

“科学梦”从这启航！

关注天津市第35届科技周

我市四部门联合行动专项治理不合理医疗检查

特殊检查要取得患者或家属书面同意

“吸金”盯上养老钱 四种套路要当心

河西区再添两家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天津科技大学与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共建

“工程生物学院”揭牌成立

地铁6号线二期
提前完成全线轨道铺设

绿色食品宣传月启动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
推出“铁拳”行动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日前，市市场监

管委召开2021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
行动工作推动视频会议，推动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铁拳”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

日前，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一部署
基础上，市市场监管委聚焦民生领域，组织
开展“铁拳”行动：严厉打击销售药物残留
超标的畜产品、水产品及未经检验检疫或
检出“瘦肉精”的肉类；宣称减肥和降糖降
压降脂等功能的食品中添加药品；生产销
售劣质儿童玩具；生产和销售“偷工减料”
劣质钢筋、线缆；中介机构“乱收费”；翻新
“黑气瓶”；农村市场“山寨”酒水饮料、节令
食品；“神医”“神药”等虚假广告；打击传
销、违规直销；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单位
食堂无证及超范围经营等重点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姜凝）制作蝴蝶标本、提取草莓DNA、用显微镜观察
植物细胞……5月23日，南开大学科技周拉开帷幕，400余名市民走进
南开校园，在实验室里进行一系列贴近生活又富有趣味的科学实验，还
打卡“果蝇的认识和观察”等科普讲座、“探秘”生命科学实验室和研究设
备，了解科研工作者的日常，体会科研的乐趣和意义，感受科技魅力。

上图在南开大学科技周活动中制作蝴蝶标本。 本报记者姜宝成摄
右图连日来，作为科技周活动之一的“防范化解灾害风险 筑牢安

全发展基础”——防灾减灾专题展览在天津市规划展览馆举办。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杨佳锟摄

本报讯（记者曲晴）近日，河北区城管
委对坐落于启东道和海门路交口的月季园
进行了园内植物修整，并更新了设施器材，
月季园于日前全新亮相，向游客开放。

据了解，此次公园调整充分挖掘植物文
化内涵，通过巧妙的构景手法，对不同功能
空间进行串联，打造“两轴、两环、九空间”的
平面布局，将休闲活动空间与赏花空间有机
结合，形成外环“游玩”、内环“赏花”的路线。

月秀园展新颜迎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