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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圆满收官 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津城生态环境实现突破性好转
多部门群策群力护航高考

6月3日18时至6月4日18时

我市新增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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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18时
至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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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18时至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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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例，在院5例（轻型1例、普通型4例）。

6月3日18时至6月4日18时，我市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
感染者1例（孟加拉籍、孟加拉国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24例（境外输入219例），尚在医学观察8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185例、转为确诊病例31例。

第224例无症状感染者，孟加拉籍。该患者自孟加拉国吉
大港市乘坐“阿米纳”轮（M/V AMEENA JAHAN，IMO号
UN9538945），于6月1日抵达天津港，入境时体温36.4℃，申报
无异常，经海关排查采样后居船集中隔离。6月2日海关实验室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6月3日经该患者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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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2979人，尚有226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关注中考高考

昨天，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东丽区卫健委在天津滨
海机场设置的临时疫苗接种点正式亮相，截至目前这里已为超过
800名旅客和机场辖区工作人员提供了新冠疫苗免费接种服
务。目前，这一临时接种点每日备有疫苗约800剂，接种时间从
8：30持续至20：30。有接种意愿的旅客准备并提供居民身份证，
即可现场申请并完成疫苗接种。

天津滨海机场设置的临时疫苗接种点位于2号航站楼一楼
到达厅8号门附近，设有登记、录入、接种、留观4个区域，配备
有医生和急救设备，机场还安排了专人进行引导和现场保障。

本报记者万红通讯员刘冬云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摄影 王涛）昨日，
世界首台大直径超小转弯TBM（硬岩掘进
机）“抚宁号”在中铁装备天津公司下线，设备
的开挖直径达9.53米，设计转弯半径90米，
整机总长85米，总重1700吨，将应用于抚宁
抽水蓄能电站进厂交通洞和通风兼安全洞的
施工建设。

据介绍，该施工线路全长2226.7米，最
小转弯半径90米，最大设计纵坡9.02%，是
目前国内大直径TBM施工中转弯半径最
小、纵坡最大的施工项目。抽水蓄能电站
项目建设中首次应用大直径超小转弯
TBM，标志着我国在超小转弯半径硬岩掘
进机研制方面取得又一重大技术突破，也
为抽水蓄能电站大断面隧洞施工提供了新
的施工方案。

抚宁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抚宁区，总装机容量为120万千瓦，总投资
80.59亿元，计划2027年建成，将以500千伏
线路接入京津及冀北电网，承担调峰、填谷、
调频、调相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为特高压
智能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保障，同时减
少区域内电力系统火电标准煤消耗，促进节
能减排。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昨日，记者从市
档案馆获悉，为进一步发挥政府公开文件惠
民生的重要作用，市档案馆专门开发了“政
府惠民政策查阅”微信小程序，将于本月9日
正式上线。市民可通过微信扫描二维码、在
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政府惠民政策查阅”、在
“天津市档案馆”微信公众号“档案服务”中
点击“惠民政策”等方式进入该小程序。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我市
2021年普通高考将于6月7日、8日举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
级性考试将于6月9日、10日举行。为切实保障高考安全公平，
我市多部门出台举措护航高考考生。

据了解，为切实做好考试期间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我市教
育、公安、交通、卫生健康、疾控、市场监管、应急、保密、无线电管
理、电力、气象、地震等单位通力协作，严格规范管理。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学校围绕复习备考、参加考试等关键时间节点，通过专
题讲座、考试须知、温馨提示等指导考生做好心理调节和情绪疏
导；组织学校召开诚信考试班会，下发倡议书，签订诚信考试承
诺书，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考试观。

市区两级考试部门严格考试规范管理，全方位、全时段监控
试卷运转流程；加强考前宣传和人员培训；实行技防与人防相结
合，把好入门关和监考关。无线电管理局分多路进行巡查监测，
市网信和公安网安部门针对疑似试题、考试作弊等网上涉考有
害信息进行实时监测，确保考试过程管理安全公平。

市卫健部门和疾控中心确保医疗卫生资源全方位保障；考
前及考中对各考点进行防疫工作巡查指导，指定4所市级医院
统筹保障，并为每一个考区指定2所定点联系医院；一类一策设
置医院考点、隔离考点和隔离考场，保证考生应考尽考。市大数
据管理中心协助监测所有考生的天津健康码信息，考前第14
天、第7天、考前连续3天以及考试当天，对所有考生和考试工
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全面掌握其发热史、接触史和旅居史。

高考期间，公安交管部门组织交警巡查车、应急服务车，在
市内各主要考点门前值守，为考生提供应急免费服务；开通交通
保障应急专线，接受考生各类交通求助。

市生态环境局、住建委等部门将加强对考试期间考点学校
周边噪声污染源的监管，停止考试期间所有夜间施工审批，做好
减噪降噪工作，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市场监管部门将对考
点周边开展食品安全排查及专项整治。公交集团将根据考试时
间提前做好客流调查，科学调配运营间隔，保证考点线路运力充
沛，保障考生顺利出行。轨道交通运营集团结合所辖车站周边
考场、大型居民区分布，在重点车站增设“考生绿色通道”，在客
服中心设置“高考考生优先”窗口。气象部门将密切监测天气变
化，及时为考生和考试服务保障单位提供高考期间气象信息。

本报讯（记者 曲晴）今天是第50
个“世界环境日”。昨日，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我市2020年生态
环境状况公报，介绍了我市2020年环境
质量状况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市生态
环境局局长温武瑞表示，我市三年污
染防治攻坚战圆满收官，生态环境实
现总体性、历史性、突破性好转，下一
步要继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据介绍，2020年，我市坚持绿色
导向，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结构调
整，三家钢铁企业整体退出，20个工
业园区完成整合提升，“钢铁围城”“园
区围城”破解任务基本完成；天津港停
止国三及以下柴油货车集疏港，铁矿
石铁路运输比例提高到60%以上，建
成区新能源公交车实现全覆盖。推进
减污降碳，SO2、NO2、COD、NH3-N
四项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较“十二五”末
分别减少 31.1%、29.4%、16.8%、
18.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较“十二五”末下降超过22%，全部超
额完成国家下达目标。优化营商环
境，建立审批、执法两个“正面清单”，
实现政务系统、许可信息平台、环评管

理平台互联共享，解决企业“二次录
入”问题；评选发布17家环境保护“领
跑者”企业；继续实施“十百千”工程，
为企业解决1019个具体问题。

过去一年，我市坚持系统治理，决
战决胜攻坚。坚持燃煤、工业、机动
车、扬尘、新建项目“五控”治气，燃煤
锅炉全部达到超低排放或特别排放限
值要求，燃气锅炉基本完成低氮改造，
593家重点企业完成VOCs升级治
理，淘汰老旧车6.8万辆。坚持控源、
治污、扩容、严管“四措”治水，46个
“千吨万人”、154个“千人以上”农村
饮用水水源地完成保护区划定，工业
园区基本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全覆盖，
建成区全部消除黑臭水体，新建1.3
万多亩人工湿地、尾水湿地。坚持陆
海统筹治污、生态保护修复、环境风险
防范“三招”治海，深入实施12条入海
河流“一河一策”治理，开展入海排污
口“查、测、溯、治、罚”专项行动；海水
养殖工厂化企业实现尾水处理设施全
覆盖，建成7个海上污染应急物资库、
1个滨海工业带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库。坚持耕地、建设用地“两控”治土，
完成耕地土壤质量类别划分，实施建
设用地调查评估和准入管理，建立优
先管控名录和高风险企业清单；农村
污水、垃圾治理设施短板基本补齐；中
新生态城“无废城市”试点加快建设，
固体废物实现零进口。

同时，坚持生态优先，保障生态安
全。加强生态保护，持续开展“绿盾”
自然保护地监督检查，启动生物多样
性调查观测。加强生态修复，深入推
动实施湿地自然保护区“1+4”规划，
出台双城间绿色生态屏障区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推动屏障区建设，强化“蓝
色海湾”整治修复。加强涉疫废物、废
水监管，着力提高收处能力，实现“全
收全处”，有效避免二次感染。全市生
态环境状况指数从一般提升到良好。

制定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
单，持续实施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
制度。发布实施“三线一单”，划定
311个环境管控单元。健全以排污许
可为核心的“一证式”管理制度，实现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全覆盖。严格执
法监督，全年环境行政处罚立案2050
起、罚款1.29亿元，移送行政拘留案
件17件、环境污染犯罪案件22件。

本报讯（记者曲晴）记者从昨日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根据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全面改善。
SO2、CO年均浓度稳定达到国家标准，
PM10、NO2首次达到国家标准，O3浓度
基本保持稳定，PM2.5年均浓度降至48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8%。达标天
数245天，同比增加26天。重污染天
数11天，同比减少4天。污染防治攻
坚战三年以来，全市PM2.5浓度下降
22.6%，优良天数增加36天，重污染天
数减少12天。

公报显示，我市水环境质量取得历

史性好转，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
55%，同比提高5个百分点；劣V类水质
首次清零，同比下降5个百分点。污染
防治攻坚战三年以来，优良水质比例增
加20个百分点，劣V类水质下降40个
百分点。12条入海河流从“全部为劣”
到“全部消劣”。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
达到70.4%，提高53.8个百分点。

土壤环境质量始终保持总体良
好。27个背景点位土壤环境质量较好，
均未出现超标现象；受污染耕地安全利
用率达到91%，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到100%。

噪声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区域

噪声平均声级52.8分贝，道路交通噪
声平均声级65.0分贝；声环境各类功
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5%，夜间达标率
为77%。

固体危险废物全面实现安全处
置。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73.78万吨，
综合利用50.41万吨，无害化处置17.3
万吨，贮存6.07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
1.58万吨，无害化处置率100%。

环境风险安全可控，大气、水、土壤
等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浓度处于正
常水平。全市工业危险废物全部实现
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置。全年未发生
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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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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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3件。其中：滨海新区
2296件、和平区380件、河东区769件、河西
区735件、南开区853件、河北区594件、红桥
区318件、东丽区654件、西青区783件、津南
区841件、北辰区928件、武清区783件、宝坻
区858件、宁河区584件、静海区842件、蓟州
区6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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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世界环境日”

根据2020年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持续全面改善。SO2、CO年均浓
度稳定达到国家标准，PM10、NO2首次达到国家标准，O3浓度基本保持稳定，PM2.5年均浓度
降至4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5.8%。达标天数245天，同比增加26天。重污染天11天，
同比减少4天。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以来，全市PM2.5浓度下降22.6%，优良天数增加36
天，重污染天数减少12天。

2020年达标天数245天同比增26天

本报讯（记者王睿）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中新天津
生态城举办生态环境保护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推广生态环境
保护理念，发布《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城市白皮书》，分享生态
城在低碳发展、可再生能源使用等方面积累的成果和经验。

生态城从一片盐碱滩涂起步，经过十余年建设，已经蜕
变成绿意盎然、宜业宜居的新城。《白皮书》显示，截至2020
年底，生态城建成投用公园39座，累计绿化面积1049公
顷，建成区绿地率达50%以上；植物种类由最初的66种增
加到265种，打造了层次分明、季相显著、丰富多彩的生态
植物群落；完整保留了区域湿地，形成集河道、湖面、草地、
湿地、海滩为一体的生态格局，蓟运河、故道河、静湖等地表
水体初步实现水系连通；预留鸟类栖息地，生态城境内观察
并记录在册鸟类共179种，区域从贫瘠单调的盐碱荒滩变
为生机盎然的鸟类天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资源
节约高效利用方面，生态城区域绿色建筑比例达100%，是
全国绿色建筑最为集中的城区，相继获得“北方地区绿色建
筑基地”“国家绿色生态城区”等荣誉；逐步建起以太阳能、
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为主，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综合可
再生能源利用体系。经测算，2020年生态城合作区可再生
能源利用率达15%，是国内获得绿色生态城区运营标识项
目中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最高的区域。

《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城市白皮书》发布

生态城区域绿色建筑比例达100%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今天是“世界环境日”，6月2日
至4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联合天津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
心和北京中创碳投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企业碳管
理师培训活动，为实现“30碳达峰 60碳中和”的国家战略
蓄积力量。该培训吸引了我市及周边省市19家优秀企业
的30余名管理人员共同参与。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成立于2008年，10多年来，该所致
力于提供绿色、数字、科技的解决方案，完成了多项国内市
场首笔交易，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环境权益交易平台，
2020年，该所碳交易成交量为2909万吨，排名全国第二。
今年4月，商务部印发《天津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总
体方案》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支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打造
天津碳普惠创新示范中心”。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李天介绍说，双碳背景下，碳资
产管理和碳中和战略将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
工作，这也要求企业加快培育和储备相关专业技术工作人员，
提高对碳市场的认知理解和决策水平，提升绿色低碳发展竞争
力。目前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已与国内多家知名行业协会、机构
等达成深度合作意愿，未来将针对各个重点行业逐一推进碳管
理培训，最大程度帮助企业认识碳、了解碳、减少碳，助力国家
“双碳”目标的实现。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将力争成为全国碳市
场能力建设中的研究所和排头兵，激发全社会的绿色动能。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去年碳交易量排名全国第二

世界首台大直径超小转弯TBM在津下线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本月16日，为期
三个月的海河国际消费季即将在我市启动，
聚焦惠聚津城商超打折行动、夜享津城活力
时尚行动、乐活津城休闲生活行动、焕新津城
大宗让利行动、品质津城新品首发行动、e购
津城名品上线行动六大主题，600多场主题
促销活动将为市民带来全方位的购物新体验
和优惠福利。

月月有“节日”优惠再叠加
6月16日，为期一个月的“616津购节”

将正式启动，推出线上线下专属优惠。7月
中旬，天津国际啤酒节将拉开帷幕，为市民带
来音乐表演、游戏互动、啤酒品鉴等体验。第

二届天津夜生活节、环球商品嗨购节也将轮
番上演，届时，20场夜市活动会持续点亮夜
津城，意大利商品展卖周等也将为市民提供
更多优质商品选择。

全市上百家购物中心、百货、奥特莱斯及
多家大型连锁超市、便利店都会参与到津购
节和夜生活节中。天津银联将安排1000万
元，与企业合作开展促销，多家银行也推出了
专项补贴，支持发放消费券。

美团、京东、阿里巴巴本地生活、唯品会、
邮乐网等电商平台也会设立相关活动专区，
值得一提的是，“618”电商大促期间，天津的
消费者还有机会享受叠加优惠。例如，京东
将发放1.5亿元针对天津消费者的专属消费

券，在“618”优惠的基础上送上“折上折”。

吃购游一体玩法更多样
近日，中华美食荟——“天食小站稻”

2021天津津城美食节已拉开大幕，除举办餐
饮业展会和特色美食评选之外，美食节还将
动员餐饮企业推出各类促销活动，分阶段发
放代金券、折扣券等。

品美食的同时也少不了赏美景，“I·游天
津”系列活动将评选出一批特色精品旅游线
路和30个津门新地标、网红打卡地。借助中
国旅游产业博览会，推出天津旅游线路、文创
产品、非遗产品等。

为增强趣味性，此次消费季将面向全市
免费发放6万个“616优惠盲盒”，包括商场、
超市、汽车、家居、餐饮等领域的优惠券、满减
券以及实物奖品。“616津购节”期间每周三
晚6点，市民可通过市商务局官方微信公众
号“GOTIANJIN购天津”领取，于9月16日
前按规定方式到店消费使用或领取礼品。

六大行动开启“买买买”模式

海河国际消费季带您乐购天津

新闻发布会

我市全力保障学生用餐安全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夏季是食品安全事故高发期。如何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提高对校园食品安全的管理？昨天，记者
从我市教育部门获悉，各区教育局、各行业办学主管部门与学校
签订食品安全责任书，将学校食品安全工作列为年度考核的重
要内容，全力保障学生用餐安全。

据了解，各学校建立完善了食品安全岗位责任制，层层签订
食品安全责任书，明确每个岗位的安全职责。同时，严格落实食
品留样制度。学校食堂应配备专用的食品留样专柜（冰箱），由
专人负责留样管理。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每个品种留
样量不少于125克，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
样人、审核人员等，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留样专
柜（冰箱）内，在冷藏条件下保存48小时以上。

天津滨海机场有了疫苗接种点

市档案馆“政府惠民政策
查阅”小程序9日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