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天津
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 责编：余强

“团圆”行动启动以来，我市公安机关相继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12名——

横跨30年,也要找到你！
市场监管部门迅速排查

“北李妈妈菜”10家门店停业整顿

5月24日18时至5月2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由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5月24日18时至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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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8时至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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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例（中国籍2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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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轻型2例、普通型9例）。

第24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221例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境外输入）。因出现嗅味觉减退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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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18时至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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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例（境外输入217例），
尚在医学观察13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78例、转
为确诊病例31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05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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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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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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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复制自贸试验区创新措施

我市打造滨海高新区、
中新生态城联动创新区

■本报记者韩雯通讯员孔琳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地方叫做
“家”，那里有爸爸、有妈妈、还有孩子，但
当他们走散了，美好幸福的家庭不再完
整，也不再充满往日的欢声与笑语。骨
肉分离之痛时刻煎熬着离散家庭，该如
何帮助他们托举起团圆的希望？

昨日是“国际失踪儿童日”，记者从
市公安局获悉，按照公安部和市委、市政
府的统一部署，今年年初，全市各级公安
机关开展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查找失
踪被拐儿童为主要内容的“团圆”行动，
截至目前，相继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
12名，为12个家庭实现了团圆梦。

拐入和拐出“两个战场”发力
据介绍，“团圆”行动启动后，市公

安局第一时间成立了“团圆”行动领导
小组，统筹指挥全市专项行动开展。依
托合成作战平台，建立市局、分局侦破
拐卖儿童积案工作两级专班，刑侦、法
制、人口、治安、科信、图侦、网安和新闻
宣传等部门协同配合，立足拐入和拐出
“两个战场”，发挥警种职能作用，深入
开展宣传发动、信息核查、积案攻坚、认
亲确认等各项工作；每起拐卖儿童积案
分别成立专案组，抽调专人开展案件侦
查，加强积案攻坚力量，严厉打击拐卖
儿童犯罪活动，积极帮助失踪被拐儿童

家庭早日团圆。
专项行动中，公安机关按照实战化

标准运作、梳理涉案关键信息，逐案与
当事人见面核实，按照“一信息、一档
案、一专班”的工作原则，对受理信息
逐条确定专人负责，抽调精干警力开展
调查核查、信息录入等工作。严格落实
“一长三包”责任制，充分运用传统与
科技方式，对拐卖儿童积案进行全面细
致梳理，加强与民政、妇联、教委等部
门协调联动，形成工作合力，最大限度
提高工作效能，为“团圆”行动深入开
展打下坚实基础。

全力推进“团圆”行动深入开展
每一个孩子的失踪，都伴随一个家

庭的悲剧。打击拐卖，防范走失，关乎千
家万户的幸福。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将不断强化打拐
反拐各项工作，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
的措施持续加大拐卖儿童积案攻坚，全
力推进“团圆”行动深入开展。与此同
时，公安机关也呼吁广大市民群众及时
向公安机关举报疑似被拐卖儿童犯罪案
件线索，协助查找失踪被拐的儿童。“我
们在各区公安刑侦部门设置了血样采集
点，也请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疑似被
拐人员主动就近采集血样和信息，通过
信息比对和分析，公安机关将竭尽全力
帮助离散家庭早日实现团圆。”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气象局了
解到，监测显示，截至5月23日，天津市区连续
5个滑动五日平均气温高于22℃，已经达到气
候学上的入夏标准，其中 17 日平均气温达
23.6℃，为市区2021年入夏开始日。

历史资料统计显示，市区常年的入夏时间
为5月17日，今年入夏时间正常。历史上入夏
最早的是2012年，入夏开始日为5月2日；最
晚的是1957年，入夏开始日为6月18日。

由于我市气温空间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入
夏开始日将比市区稍晚。入夏以后，我市高温
和短时强对流天气将会逐渐增多，市民需密切
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加强对气象灾害的预防。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委了解到，5月24
日晚，中国质量新闻网曝光“北李妈妈菜”天津小白楼国贸购物
中心店后厨存在员工上班期间赤膊光膀洗衣服、偷吃出餐菜品、
炒锅里洗扫把清洁墙面等食品安全问题后，该委高度重视，迅速
反应，立即组织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北李妈妈菜”门店开展全
覆盖检查，排查食品安全隐患，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当日19时30分，属地河西区市场监管局立即行动，第一时间
出动执法人员对该门店进行现场突击检查。检查中，执法人员发
现门店后厨管理混乱，卫生条件较差。除现场检查卫生情况外，
执法人员还对该门店内部管理、从业人员健康情况、原材料索证
索票等方面进行全面检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并立案调查。

经查，全市目前共有“北李妈妈菜”门店10家，涉及河东、河
西、和平、南开、津南、滨海、西青7个区。市场监管部门24日连
夜对“北李妈妈菜”门店进行全覆盖突击检查。执法人员重点检
查“北李妈妈菜”门店是否存在媒体曝光的违法违规食品安全问
题，同时对是否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是否按照相关要求
规范佩戴口罩、着工作衣帽、清洗消毒手部，是否将清洁区与污
染区分开，防止食品交叉污染等后厨卫生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检
查。目前，全市10家“北李妈妈菜”门店均已停业整顿，对不符
合食品安全规范要求的坚决不准营业。

25日上午，市场监管部门对“北李妈妈菜”总部负责人、涉
事门店法定代表人进行行政约谈，并提出行政建议，要求涉事企
业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员工内部管理，切实解决食
品安全意识淡薄、内部员工管理混乱、食品安全制度落实较差等
问题，并对其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对于发
现的问题将顶格处罚、处罚到人，绝不姑息。

市市场监管委将举一反三，结合正在开展的食品安全百日
行动，进一步督促各区局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压实餐饮服务
单位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
排查食品安全风险。对发生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的单位必将
从严处罚，处罚到人。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市商务
局发布了《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滨
海高新区联动创新区总体方案》和《中国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生态城联动
创新区总体方案》，计划用两到三年的时
间，推动自贸试验区政策向联动创新区延
伸复制。
根据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

易试验区滨海高新区联动创新区将实施
一批协同创新项目，支持开展自主改
革，努力在科技制度创新、新动能引育、
功能开发等方面形成若干高水平创新成
果，加快建设“中国信创谷”、京津冀“细
胞谷”和滨海科技城，打造世界一流产
业创新中心核心引领区，成为现代产业
集聚、要素高效流动、营商环境优良、示
范带动作用突出的高质量联动创新区。
联动创新区共分为三个区块，其中，海
洋区块重点发展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
业，渤龙湖区块重点发展以创新药研
发、基因细胞治疗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
业，华苑区块重点发展新经济服务业、
医药健康产业。
与此同时，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

区中新生态城联动创新区则将突出生态、
绿色的本色和底色，努力在绿色发展、国
际合作、新动能引育等方面形成若干高水
平创新成果，加快打造面向东盟地区的自
贸服务平台、面向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标
杆、面向京津冀的现代康养和亲海旅游目
的地，成为现代产业集聚、要素高效流动、
营商环境优良、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高质
量联动创新区。共分为六个区块，其中，
城市主中心及信息产业园区块重点发展
智能科技产业，服务贸易园区区块重点发
展文旅产业，科技创新园区区块重点发展
科技研发，南部产业园区块重点发展健康
产业，生态城医院区块重点开展医疗创
新，北部产业园区块重点发展智能生产服
务产业。

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每一分坚持都
将会有收获。今年4月18日，对胡某某一家人
来说终身难忘。这一天，走失近24年的小女儿
回家了。哥哥在厨房里做着走丢前妹妹最爱吃
的饭菜，一家人吃上了这顿最期待的团圆饭。

早在1997年，胡某某的女儿在家人外出
干活的时候，自己骑着自行车出去玩就再也
没有回来。24年来，胡某某夫妇一直想尽各
种办法寻找着女儿的踪迹。其间，他们也曾
到公安宁河分局苗庄子派出所报案，被采集
血样，但一直没有等来女儿的消息。
“团圆”行动中，公安机关强化血样采集

核对，全面查找失踪被拐儿童。今年4月，胡某
某夫妇二人的血样与河南省周口市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分局采集的周某某血样比中。为进一步
确认，一方面，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生物物证
检验室连夜对血样进行复核；另一方面，在市公
安局“打拐办”的指导下，公安宁河分局第一时
间联系河南省公安机关开展核查，结合周某某
照片以及关键体征，最终，家属确认周某某即为
走失多年的女儿。
“为民办事情深似海，为民解忧恩重如山。”时

隔24年，和日日夜夜思念的女儿团聚了，70多岁的
胡某某对于公安机关道不尽感激之情。

24年，终于吃上团圆饭

同样的感人画面还发生在公安静海分局。
一位年过半百的母亲抱着失散30多年的儿子，
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
在“团圆”行动中，全市公安机关广泛采集

被拐人员相关信息。今年3月，公安静海分局采
集的王某某血样信息与四川省绵阳市采集的肖
某某夫妻二人的血样比中。从事打拐工作的民
警深知，如果不能及时找回孩子，被害人家庭的
伤痛永远都无法愈合，为了让离散家庭尽早团

圆，市公安局“打拐办”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部署
公安静海分局开展核查工作。同时，市公安局物
证鉴定中心生物物证检验室与四川省公安机关技
术部门取得联系，经进一步检验复核，最终确认了
王某某即是肖某某、张某某失踪30年的儿子。当
确定的消息传来，肖某某夫妇二人相拥而泣。
30年后，跨越千里来津认亲，见到了日夜思念的

儿子，和久别重逢的儿子长久拥抱，肖某某夫妇仿佛再
也不想松开双手，当时的情景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30年后，跨越千里来津认亲

■本报记者张雯婧

“救命！救命！”5月18日傍晚，津南区
洪泥河桥下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当看到一
位老奶奶一边在水中托举着两三岁的小女孩
儿，一边费力地扑腾求救时，恰巧路过的天津
商务职业学院大一学生王晨，来不及多想便
跳入河中，与在岸边的同学徐成宏一起，成功
把老人和她的小孙女营救上岸。确认祖孙俩
平安后，两名大学生选择了悄悄离开。近日，
目睹了整个营救过程的热心市民侯大爷，来
到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向大家讲述了几天前
感人的一幕。直到这时，老师和同学们才知
道了王晨和徐成宏救人的故事。
“看见祖孙俩在河里扑腾，这小伙子迅

速跑了过去，脱掉鞋子就跳下水了。先是把

小孩儿托起来，避免她呛水。当另一个小伙
子接过小孩儿后，他又返回河里，拉住老人，
带着她游上了岸。”在侯大爷的讲述中，老师
们渐渐了解了5月18日当天的情况。“上岸
后，老人躺在岸边不住地喘气，一时说不出
话来。小孩子也吓坏了，一直哭，两个小伙
子不停地安慰着祖孙俩。看到二人最终平
静下来，身体无大碍后，他们便悄悄走了。”
目睹这一切的侯大爷被王晨和徐成宏的义
举所感动，“我问两个小伙子的名字，他们都
不说，看我一直追问，最后只告诉了我学校
的名字。”

回家后的侯大爷总能想起当天感人的一
幕，思来想去，他决定走进学校，寻找两个救人
的小伙子，“我就住在这附近，这河有三四米
深，能毫不犹豫地下水救人，这样的年轻人真

的太难得了。我想着得把这两个孩子救人的
事告诉学校，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义举。”侯大
爷说。

王晨和徐成宏是天津商务职业学院大一
学生。一个来自浙江省，一个来自黑龙江
省。救人当天回到学校后，两个人并没有把
自己的故事告诉其他人，“当时真是没有多想
就跳下去了。”从小在海边长大的王晨说自己
水性不错，“我就想着游快点游快点，赶紧抓
住她们。看见徐成宏成功把她们都接上岸
后，心里特别开心。”因为开心，那天的晚餐，
两个小伙子在学校食堂里特意多点了一个
菜，“也是想庆祝一下，有点小自豪。”
“王晨和徐成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

了青年一代的担当，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商务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徐琤颖说。

祖孙俩落水他们毫不犹豫选择救人
两名大学生用实际行动诠释青年一代的担当

第十一届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出炉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昨天，天津市第十一届中小学生“自强之星”

寻访活动顺利收官。该活动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少工委、天津桃李
源文化基金会指导，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天津市少年宫）承办。

据了解，天津市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寻访活动已连续举办
十一年，目前已成为全市少年儿童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一项品牌
活动。通过寻访，红桥区第二实验小学王艺涵，华侨城实验学校
许诺，军粮城中学李传浩、张馨予，北辰区苍园小学孟宪莹，静海
区中旺镇王官庄小学信云露，天津工业大学附属小学左紫涵获
得第十一届天津市中小学生“自强之星”——励志星称号。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何若凡、南开田家炳中学王钰琦、宁河区
芦台镇第一中学王棋申、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郎恩浩、西
青区杨柳青第二中学郑茜匀、汇森中学吴艾瑶获得第十一届天
津市中小学生“自强之星”——智慧星称号。

耀华滨海学校董笑语、宁河区芦台镇第一中学薄茜予、宁河区
芦台街第四小学宋宝妍、西青区杨柳青镇第一小学梁诗琦、第四十八
中学单筱萌、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刘禧莹、南开区中心小学闻
国仲获得第十一届天津市中小学生“自强之星”——才艺星称号。

耀华滨海学校孙婷芸家庭、宁河区芦台街第一小学蔺一钊家
庭、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袁墨寒家庭、天津外国语学校南普小
学孟昭旭家庭和天津大学附属中学赵聿涵家庭被评为“阳光家庭”。

市区连续5个滑动五日平均气温
高于22℃ 达气候学入夏标准

津城“入夏”

故事一

故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