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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18时至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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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18时
至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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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18时至6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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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例（中国籍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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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例（轻型2例、普通型5例）。

第24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为我市第225例新冠
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输入）。因住院观察期间出现发热，最
高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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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6日18时至6月7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26例（境外输入221例），尚在医学观察
5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89例、转为确诊病例32例。

截至6月7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3072人，尚有21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重要提示

近期如无必要不前往广东省等
近期出现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

1.1万公安民警
守护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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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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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1 件。其中：滨海新区
2299 件、和平区 381 件、河东区
770 件、河西区 735 件、南开区 854
件、河北区 595 件、红桥区 318 件、

东丽区 655 件、西青区 783 件、津
南区 843 件、北辰区 929 件、武清
区 785 件、宝坻区 860 件、宁河区
584 件、静海区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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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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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今年天津高考语文卷作文
题要求考生围绕有关“纪念日”的一段材料
展开写作。该作文题由考生熟悉的“纪念
日”入手，引导考生结合自身认知，思考“纪
念日”之于国家、民族及个人的价值与意
义，写出自己的认识与感悟。
“纪念日”是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路

标”，更是历史的重要“里程碑”。无论是个
人的“纪念日”，还是国家、民族的“纪念
日”，都在激励我们要牢记历史、逐梦未
来。作文材料以“纪念日”为抓手，启发考
生聚焦重要历史节点，梳理国家、民族走过
的凝结着鲜血与汗水、饱经磨难却生生不

息的伟大历程；同时，将个人成长的“纪念日”
与国家、民族关联，思考个人成长过程中的理
想、责任、使命、担当等问题。

天津卷作文题注重紧密联系时代要求，启
迪考生对“纪念日”丰富、厚重的内涵进行思
考，紧扣“立德树人”育人使命，厚植爱党、爱国
情怀，主题指向明确。一位资深语文教师认
为，该作文命题创设了富有诗意的情境，带入
感强，情感内蕴丰富，便于抒发真情实感、表达
深刻思悟；立意层级丰富，书写空间广阔，利于
充分发挥考生的写作潜能。考生可审视个人
成长经历，也可对社会历史展开思考；可记叙、
抒情，也可议论说理。作文能较好地反映考生
的生活积淀、思考深度和写作个性。

我市发力兜底保障 助推社区治理

年底前建50个街道（乡镇）社工站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民政局

获悉，到年底前，民政部门将在全市50个
社会工作基础较好的街道（乡镇）设立社
会工作服务站（以下简称社工站），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培育扎根基层的社会
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开展民政
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加强基层民政工作力
量，提升基本民生兜底保障和基层社会治
理水平。
社会工作者，简称“社工”，他们不是利

用闲暇献爱心的“志愿者”，他们是在社会
救助、社会慈善、青少年服务等社会服务机
构中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被称

为维护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将社会关怀延
续到政府公共服务尚未周全的角落。为了凝
聚专业社工力量，搭建干事平台，市民政局决
定启动街道（乡镇）社工站建设。

据介绍，首批社工站在人员配备方面，每
个社工站驻站社工一般为2—3名，其中具有
社会工作专业资质的社工不少于1名；所有
驻站社工应在承接社工站项目两个年度内全
部具备社会工作专业资质。在服务内容方
面，重点做好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关爱
保护和社区治理等领域特殊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保障、社区融入和社会参与工作。在保障
措施方面，鼓励引导基金会等慈善组织捐资

支持街道（乡镇）社工站建设，定向用于配备
必要的设施设备。在资金来源方面，将建立
资金投入长效机制，统筹社会救助、养老服
务、儿童福利、社区建设、社会事务等领域政
府购买服务资金和相关业务工作经费。

根据市民政局下发的《关于开展首批街
道（乡镇）社会工作服务站建设的通知》，
2021年度社区公益事业专项补助资金要优
先用于购买街道（乡镇）社工站项目，购买街
道（乡镇）社工站社会救助服务项目，所需经
费可从社会救助专项资金中安排，每个社工
站项目资金每年力争达到25万元。
《通知》要求，鼓励引导社区工作者、社会

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民政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高校相关专业学生参加全国
社会工作者和天津市社会工作员职业水平评
价考试。各区民政局要结合本地实际做好项
目需求调查，按照“一街一策”原则，确定社工
站服务内容和工作职责。街道（乡镇）应将社
工站纳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完善城乡社区
服务体系整体布局，与街道（乡镇）社区社会
组织联合会（服务中心）、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志愿服务站、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统筹推
进。指导村（居）委会、社区工作站配合街道
（乡镇）社工站开展需求调研、制定服务计划、
提供专业服务。

2021年高考语文（天津卷）作文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60分）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单行道，那么纪
念日就是道路两侧最醒目的路标，它告
诉我们怎样从昨天走到了今天。时间永
不停步，纪念日不会消失。记住它，可以
让日历上简单的数字成为岁月厚重的注
脚，而它也不断提醒着我们带着初心奔
向前方。
要求：①自选角度，自拟标题；②

文体不限（诗歌除外），文体特征明
显；③不少于 800 字；④不得抄袭，不
得套作。

聚焦“纪念日”逐梦新时代

■本报记者张雯婧

对于许多考生来说，生活中，他们习惯
了母亲的陪伴与父亲的忙碌。昨天，在
2021年高考大幕开启之时，记者却在考点
外，遇见了不少前来送考的父亲。他们中
的很多人不善言辞，更不愿意在孩子面前
过多地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但是从他们的
一言一行中，我们依然看到了满满的父爱。
“儿子，别紧张，正常发挥就好。发卷

后，先看看作文题目，构思一下。交卷前，一
定仔细看看答题卡，别漏填了……”昨天早上
8时，在南开中学考点外，天津中学七年级班
主任张士武一遍遍嘱咐着即将进入考场的儿
子。几次张开双臂想抱抱儿子的他，最后拍
了拍儿子的肩膀，说了句：“小子，加油！今天
爸爸就在场外等着你！”令他没想到的是，听
到这句话，已经比他高出近半个头的儿子紧
紧地抱住了他，“放心吧，老爸，我会加油！”
“我把自己班里的每一个学生都当成自己

的孩子，但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他。”看着儿子转
身进入学校大门，张士武的眼睛红了。“小”到
红领巾的佩戴、教室卫生，“大”到作业检查、批
改，再到班级活动组织、特色活动开展，进而对
学生进行思政教育，作为七年级的班主任，张
士武每天忙得如陀螺一般停不下来。

上午9时，考试正式开始。张士武在学
校附近找了一处阴凉的地方坐了下来，“我就
在这陪他，今天，我只是一名‘父亲’。”张士武
说。不过，刚刚说完这句话，他便掏出手机，
打开了自己所带班的班级群，解答起学生们
的各种问题。“您也是这些孩子的‘父
亲’……”当听到记者这样说时，张士武不好
意思地笑了。

今天，我只是一名“父亲”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樊晓慧）
6月7日至10日，天津市2021年普通高
校招生统一考试在我市16个考区、66
个常规考点进行，共涉及考生 5.6 万
名。昨日是高考首日，按照市委、市政府
和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市公安机关保
持高等级勤务，严格落实安保措施，妥善
处置涉及高考求助类警情40起，全力确
保考生及考点绝对安全，为考生营造安
全、有序的考试环境。

高考首日，全市各级公安机关投入
警力1.1万余名、警车3700余辆，在每个
考点门前设置警力，重点加大考点学校
及周边区域巡逻防控力度，切实提高街
面见警率、管事率；在全市设置交通执勤
点位651处，采取增设护学勤务、道路临
时限行等措施，及时纠正机动车违法鸣
笛、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同时全面
强化道路交通疏导，及时发现、快速处置
交通拥堵、交通事故，全力维护考点及周
边区域道路交通秩序；市公安局有关部
门会同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市无线电管
理委员会等部门成立联合检查组，加强
考点巡查巡视，严厉打击各类涉高考违
法犯罪活动。

为考生加油
孩子你真棒！

■本报记者张雯婧

旗袍、棒棒糖、向日葵……这些看
似不搭界的东西，在这个6月，成了津
城一道独特的风景。昨天，我市5.6万
名考生参加高考。考点外，合影留念、
再三叮嘱，家长们花式送考为孩子加
油鼓劲；考点内，测量体温、查验证件，
老师们全力确保考试平稳有序。而在
考点周边，多个部门的执勤人员和志
愿者们共同为考生筑起了一道安全防
护网。

昨天7时40分，新华中学考点外，
家长们一遍遍细心地嘱咐着孩子，拿出
棒棒糖和向日葵为孩子们加油打气。除
了这些“吉祥物”，昨天，旗袍也成为不少
送考妈妈的共同选择。“我跟你说，这是
妈妈第一次穿旗袍，跟你爸结婚时都没
穿过。就为了给你讨个好寓意——旗开
得胜嘛。不过你别有压力，正常发挥就
好。”临近8时，考生家长周芳抱了抱将
进入考场的女儿。没想到女儿笑着小声
说道：“妈妈，我没有压力，一点都不紧
张，你穿旗袍真好看。”说完，女孩儿开心
地走进了学校大门。

志愿者们也来到考点外，协助维持
秩序、为考生提供更多的温馨服务。在
耀华中学考点外，天津公交集团志愿服
务队搭起了服务台，为考生准备了口罩、
文具等物品组成的“加油包”。“阳光奶
奶”志愿服务队的队员拉起了横幅——
“考生加油，孩子你真棒！”祝愿考生考试
顺利。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2021年高考首日，我市5.6
万名考生在全市16个考区、66个常规考点、1900余个常规考场参加考试。

所有考生均持有天津健康码“绿码”，无确诊、疑似、无症状感染者、密切接触者
及正在接受隔离观察的考生。各考点组织考生有序入场，逐人进行测温，通过考点
指定路线进入考场。各考场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场内管理，确保考试安全平稳。各
有关职能部门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联防联控，齐抓共管，依据职责分工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高考首日共同交上平安答卷。

高考首日
平稳有序

南开中学考点的考生步出校园。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图一在考场外等待的家长。
本报记者谷岳摄

图二值守的公安民警。
本报记者崔跃勇摄

图三和平区新兴街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吴迪摄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
至6月6日24时，广东省累计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126例，省内
13个区域调整风险等级。为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如无十分必要，不要前往广东省等近期出现
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

6月1日以来，具有广东省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及广州市、佛
山市等重点地区旅居史的来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广东省其他
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需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
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无核酸阴性证明的抵津者须
立即进行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中高风险地区来津
人员须居家隔离，其他人员须居家医学观察。

6月1日以来，具有广东省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津人员须
实施居家隔离至满抵津后7日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
性可解除隔离。

广东省中风险地区来津人员管理须严格按照原有规定执
行。广东省来津人员均在上述管理基础上实施离粤后14日医
学观察，一旦出现新冠肺炎相关可疑症状立即进行核酸检测。

此前，据广州荔湾发布，结合病例临床表现、流行病学调
查、实验室检测和基因测序结果，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病毒属
于在印度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不排除是意外暴露造成偶
发感染。

广东省返津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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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津14天内，应密切关注自身及家人
的身体状况，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觉减退等可疑症
状，要佩戴口罩及时就近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医，特别是近期与发
热、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要避免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并主动告知医生流行病学史等情况。要主动向单位报告发
病情况和旅行史、接触史，未排除风险前，不带病上岗、上课。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做好个人防护，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到疫情防控
意识和健康行为不放松。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自去年通过实地验收以来，天津泰达
综合保税区、天津东疆综合保税区目前已运行满半年，据天津海
关统计，今年1月至4月，两个综保区进出口总值达319.5亿元，
其中，泰达综保区进出口总值5.3亿元，同比增长115.9%；东疆
综保区进出口总值314.2亿元，增长9.8%。

突出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发展势头吸引了许多企业到
综保区开展业务，面对泰达综保区入区业务量激增的情况，天津
海关采用“分送集报”业务模式，避免了载货车辆集中入区造成
卡口拥堵，也为企业节省了通关成本。同时，实现了企业自主备
案、合理自定核销周期、自主报核、自主补缴税款，简化海关业务
核准手续。

在东疆综保区，天津海关推出了多种新型租赁模式的海关
监管业务，包括直属关区内飞机联动监管、跨关区联动监管、跨
关区异地委托监管、租赁资产交易、海洋工程装备资产处置等，
出台“入区保税”“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等政策，助力企业
开拓国内国际市场。截至5月底，东疆综保区内共有16家分类
监管企业，涉及货值16.6亿元。

泰达综保区、东疆综保区运行满半年

前4个月进出口总值超3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前，南港
港铁物流专用线项目通过了工程初步验收，标志着港铁专用线
工程具备了验收条件。该项目是打通港口铁路集疏运“最后一
公里”、畅通铁路“微循环”、推进运输结构调整、打赢蓝天保卫战
的重要举措，对我市加快“公转铁”、建设综合交通体系、满足滨
海新区日益增长的运输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南港港铁物流专用线项目位于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港北

路南侧，是连接南港工业区和国家干线南港铁路的专用铁路。

南港港铁专用线项目通过初步验收
标志着港铁专用线工程具备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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