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天津
2021年6月23日 星期三 责编：赵云克 孟宪东

疫情快报

6月21日18时至6月22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6月21日18时

至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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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18时至6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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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例（中国籍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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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轻型1例、普通型10例）。

6月21日18时至6月22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39例（境外输入234例），尚在医学观
察16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191例、转为确诊病例
32例。

截至6月22日18日，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
触者13274人，尚有28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记者马晓冬胡萌伟苏晓梅

在夏日阳光的照耀下，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的玻璃幕墙和白色墙壁闪烁出银色
的光辉，整体建筑恢弘大气。登录大厅南
门外的广场上，喷泉灵动起舞，水花飞溅。
室外展区中，各种“重量级”工程机械大气
醒目、吸引眼球。

6月24日就是首展——中国建筑科学
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的开幕日，眼
下各项布展工作已进入“冲刺期”，记者昨
天探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提前体验这
座北方最大国家级会展中心的精彩魅力。

是绿色场馆，也是智慧场馆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S16号馆的多功

能厅，展会的两场主论坛都将在这里举
行。”在面积为3000余平方米的多功能厅
内，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
览会筹备工作组副组长王珏介绍。环顾四
周，会场已经全部搭建完毕，一排排的座椅
整齐摆放，三个大屏幕循环播放着大会宣
传片。王珏表示，作为主论坛的主会场，这
里能容纳超过1500名参会嘉宾，同时主办
方还设置了3个分会场，来满足接近3000
人的会议需求。

站在多功能厅内，阳光透过玻璃幕墙
照射进来，会场通透明亮，引来大家的阵阵
赞叹。“正如大家所见，国展场馆使用玻璃
幕墙，有充足的自然光线，因此场馆非常节
能，白天即便不开灯，也能实现适宜的采
光；另外，场馆都是单层无柱体空间，展台
不管在什么位置，采光度都非常有保证。”
王珏介绍道。

除了绿色、节能，国家会展中心更是
一个科学、智慧的场馆。本次首展中设置
了室外展区，但这里的室外场地并非普通

场地，而是有着水电预埋、具备办展条件的
室外展场。此外，场馆在安防、车辆调度、应
急等方面都采用了电子化的处理方式，在高
效的同时实现每一步骤都有记录可循。

低碳生活，未来触手可及
在登录大厅北区，2000平方米的中建集

团独立展团格外引人瞩目，在这里，图文、视
频、实物展示一应俱全。
“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筑本身就是

一个巨型绿色建筑的展品，我们的展览可
以说是‘展中之展’。”站在展区前，中国建
筑天津首展工作小组展陈总监王波热情地
向记者介绍，“我们设置了‘红色基因’‘蓝
色力量’‘绿色发展’三个板块，对企业进行
综合展示。”

展区中部4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厅是其
中的一大亮点，王波告诉记者，围绕能源的生
产、存储和使用，这里将呈现出未来建筑和未
来生活的形态，首展开幕后，参观者可以来到
现场亲自体验。此外，利用大屏幕和实体模
拟沙盘的交互展示，“中建幸福城”的样子也
将映入观众眼帘。

与此同时，观众还可以在这里集中欣赏
到该集团在天津建设的周大福、天津之眼、地
铁项目等诸多优秀“作品”展示。
“希望通过清洁能源生产使用、绿色建

造、绿色建筑、生态城市等一系列新技术的综
合应用和展示，体现出我们推动绿色转型升
级，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决心和能力，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王波说。

行业盛会，汇聚发展成果
本次展会中，共有500余家建筑行业企

业集中亮相，中建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
是其中之一。在2000平方米的室内展区和
700平方米的室外展区中，该公司将重点展

示建筑与信创两大主题。
“这次是公司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展

示，我们把自主研发的信创领域计算机、智慧
建造机器人都带来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孙庆军介绍，“希望通过这次展会向社会各
界打出我们的口号，致力于成为数字化建设
的引领者。”

对于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首展，孙庆军
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觉得这次的展方有非
常高的水平，能够在众多行业中选择我们国
家的支柱型产业——建筑行业，把建筑行业
的大会放在天津是非常高明的，我觉得这不
仅仅是这个行业的光荣，也会对天津的发展
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据悉，本次展会设置了设计及创新成果、
海绵城市及绿色建材、现代建筑及装配式建
筑、建筑节能及绿色建材、建筑机电、智慧建
筑及“新基建”、绿色智慧装饰、工程机械、建
筑实施综合解决方案9大主题，将集中展示
建筑领域规划、设计、建造、运维全产业链的
最新发展成果。

4条定制公交上线
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为配合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首展，该集团在前期优化调整9
条公交线路基础上，还将于展会期间新增4
条国家会展中心连接枢纽站定制公交线路，
方便全国各地参展商绿色出行。

据介绍，此次新增4条定制公交专线，
分别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大型车辆停车
场、天津站公交站A3站台、天津南站公交
站674路终点站出发前往国家会展中心。
同时，考虑到滨海新区市民出行需求，还有
一条从轻轨9号线小东庄地铁站出发直达国
家会展中心线路。4条线路在展会期间每天
8:30、9:30分别从 4个枢纽站前往国家会
展中心，16:30、17:30返回。

本报讯（记者 姜凝）由中国民航大学
等联合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纯
电动无拖把飞机牵引车即将投入批量生产
和使用。

据介绍，飞机在地面上移动大多靠牵
引车来操作，飞机牵引车是完成靠桥航班
推出机位进入离港运行的必要设备。经过
广泛调研和多个技术单位的共同协助下，
联合研发团队按照中国民航标准生产了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纯电动无拖把飞机
牵引车，通过技术检测后，已获得民航局颁
发的生产许可证。

该牵引车采用图像识别技术进行车位
调整，通过抱紧飞机前起落架轮胎将飞机抬
起，实现对飞机的自由拖移。该车纯电动、
零排放，具有整车质量轻、能自动识别机型、
搭载主动液压悬挂、整车升降自动均衡载荷
等优势，摆脱了传统拖把牵引车操作复杂、
安全性低等缺陷，具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公交
集团了解到，为满足东丽区新建小区居民
出行需求，填补万山道附近公交场站空白，
今天起，万山道公交站正式启用，同时，
327、341路调整走向，并新开715路北线
进入万山道公交站。
调整后，327路增加万山道公交站和

万山道跃进路站，秋丽家园北门、秋丽家
园、公交四公司、雪莲桥、东城家园由单行
变为双向停靠。341路海明园终点站调整
到万山道公交站。715路北线由万山道公
交站到金钟新市镇公交站。

本报讯（记者陈璠）随着自然环境日益优化，在我市的盐田
湿地，反嘴鹬正逐年增多。前不久，我市护鸟志愿者巡护到一片
盐田湿地时，发现盐田涨水，部分反嘴鹬鸟蛋被淹。志愿者联合
市规划资源局、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及时抢救出200多颗鸟
蛋。在市、区相关部门和长芦汉沽盐场支持下，经过一个多月的
人工孵化和精心喂养，成功繁育出120余只反嘴鹬幼鸟，目前生
长良好，已进入野化训练阶段，待时机成熟，将放归自然。这是
我市首次实现人工救助繁育反嘴鹬，也创造了全国救助繁育反
嘴鹬的数量新纪录。

昨天上午，记者在长芦汉沽盐场看到，盐池边搭建起一个野
化训练场，40余只反嘴鹬幼鸟正在水边觅食。反嘴鹬属于国家
“三有”保护动物，习惯在浅水湿地上驻留。天津是反嘴鹬重要
的迁徙繁殖地，每年春季大量反嘴鹬飞来筑巢繁殖，秋后再飞去
南方过冬。在盐田栖息的反嘴鹬，大多把鸟巢搭建在盐田湿地
内的盐业生产区域，但是当盐田放水作业时，就会出现鸟巢和鸟
蛋被一起冲走的危险。

最近，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周都要来到繁育
现场进行技术指导。“考虑到长途运输、温度波动，都会影响鸟蛋
的孵化，经多方协商、研判，这次决定就地孵化，不进行长距离转
移。目前，幼鸟生长良好，基本达到了亲鸟自然繁育的水平。”市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刘洋告诉记者。

市规划资源局森林野保处副处长教效同表示，下一步，将为反
嘴鹬幼鸟创造更贴近野外生存的环境和条件，逐步增强其野外生存
能力，待达到野外放归标准后，尽快使这些湿地精灵回归大自然。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
港集团了解到，日前，134辆宾利品牌汽车
在天津港环球滚装码头顺利接卸，创下了
天津港宾利品牌汽车单船进口量历史新
高。此次到港的车辆覆盖了宾利旗下全部
车型，将运往天津、北京、山东、山西、辽宁
等省市。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连日来，滨海新区总工会将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转化为为职工办实事的生动实践，开展“我为农民工
办实事”专项行动，面向农民工群体推出专项服务。
“我为农民工办实事”专项行动是以京津冀“重大战略、重

大项目、重大工程”为重点，以基层需求为导向，为农民工送福
利。按照“我为农民工办实事”专项行动方案，滨海新区总工会
将组织相关单位为50个建设项目工地配装“关爱农民工药
柜”，保障工地农民工身体健康，推动职业健康管理落到实处；
后续还将为农民工开展工伤急救等知识培训，做好配套保障。

依据基层需求，滨海新区总工会为基层申报的38个农民
工食堂每家配装一台电视机，便于大家及时了解时事动态，满
足精神文化需求和党史学习教育需求。此外，38个工地的
14211名农民工每人还将收到60元标准的专项慰问金，用于购
置防暑降温等慰问品；结合“安全生产月”主题，滨海新区总工
会与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印制安全生产知识手册，发放给
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提升其安全生产意识，落实安全责任。

滨海新区开展专项行动

14211名农民工将获慰问金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摄影张磊）昨天
下午，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顺利实现全线轨
道铺设，为4号线南段工程如期开通试运营
奠定坚实基础。

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北起东南角站，南
至新兴村站，线路途经东马路、和平路、大沽
北路、十四经路、成林道、津滨大道，沿线经
过南开区、和平区、河西区、河东区、东丽区

5个行政区，正线全长19.4公里，设站14座，
均为地下站，设置张贵庄主变电所1座，民航
学院车辆段1处。

截至6月22日，天津地铁4号线南段工程
车站主体结构、区间隧道、联络通道、正线铺轨
等工作均已完工，设备安装完成69%，装饰装
修完成69.9%，车站附属结构工程完成68%，
部分区段实现列车上线调试。

本报讯（记者 张璐）昨天，滨海高新
区举行银企对接签约仪式，高新区“小微
企业首贷续贷服务中心”同时成立。据
了解，自2020年至今，各银行达成支持高
新区企业530余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310亿元。

高新区首贷续贷中心成立后，将完善高
新区惠企政策精准服务，帮助高新区小微
企业解决融资需求，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的通道。高新区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
高新区将持续探索创新金融服务，当好“红
娘”“保姆”，以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精准

做好“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强化金融支持
政策，为金融机构和高新区企业提供优质
服务。

签约仪式上，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分别与高新
区企业云账户、凯发电气、飞悦航空、南大
通用等企业签署合作协议。通过搭建政银
企平台，高新区将进一步优化融资环境，引
“金融活水”更好地服务优质企业特别是实
体经济和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

地铁4号线南段完成轨道铺设
部分区段实现列车上线调试

134辆宾利汽车“进津”

昨天,国家会展中心各部门开始实操运营演练，包括安保、消防及志愿者悉数到岗。 王涛孙立伟摄

昨天下午，地铁4号线南段顺利实现全
线轨道铺设，为4号线南段工程如期开通试
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张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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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小微企业首贷续贷服务中心成立

京杭大运河北京河北段复航在即，我市杨柳青船厂为其建造的“祥和001”号今天启运，将入驻河北省香河码头。该船全长24米，宽5
米，水线上高5米，为双层双体船型设计，最大载客80人。据悉，京杭运河天津段的通航方案也已开始筹备实施，届时将与京、冀段相连，让古
老的大运河重放光彩。 钱进 潘立峰摄

我市首次成功大量繁育反嘴鹬
120余只幼鸟已开始野化训练

新型飞机牵引车投用

万山道公交站正式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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