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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各部门迅速进入临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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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睿）按照《天津市防汛
预案》有关规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经会商决定于7月11日18时启动市防洪Ⅳ
级应急响应。

Ⅳ级应急响应启动后，我市各区、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将按照职责分工，及时上岗到
位，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
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

联合会商，科学调度防洪工程，加强堤坝巡
查防守，提前布防队伍物资，做好防汛排水
抢险救援准备，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蓟
州区防指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各项工作。

本报讯（记者王睿）据气象部门预测，
7月11日夜间至12日夜间，我市将有暴雨
局部大暴雨。为全面应对本次强降雨，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分析研判当前我市及海河
流域防汛形势，对本轮强降雨再部署再推
动再落实，使预案落实到位、措施部署到
位、值班值守到位，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
确保全市安全度汛。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与气象部门会商研判，预计本次强降雨
是我市入汛以来的一次最强降水，对我市
防汛工作是一次严峻考验，各区各部门迅
速进入临战状态，立即上岗到位，狠抓措
施落实。按照部署，市区分部全面落实中
心城区积水片、易积水地道、低洼地片居

民小区“一处一预案”措施，组织专人值
守，排水设施及时到位。防潮分部加强与
滨海新区统筹配合，组织市、区两级海挡
工程管理部门对海堤工程设施进行巡查，
做好人员财产转移和防风避险，一旦遇有
特殊情况，及时按指令关闭闸涵口门。蓟
州区实时监控雨情、水情，强化受山洪威
胁较严重的行政村、山区水库、塘坝、山洪
沟的防汛措施，突出抓好企业、旅游景区
等重点部位，确保预警及时到位，群众安
全有序转移。同时，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
公室向有关驻津部队、市消防救援总队通
报汛情，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及时增援
我市抢险救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会同市水务局、市应急管理局，检查推动

相关区细化落实蓄滞洪区人员转移安置
预案和措施，确保一旦发生大洪水，能正
常启用。

此外，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建立
京津冀联防联控制度，定期通报汛情，第一
时间掌握上下游情况，为防汛指挥决策预
留时间。各区各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在
岗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保持视频、通讯畅
通，随时做好调度会商准备；落实上岗备勤
人员，加强信息报送，发现洪涝灾情险情，
第一时间处置并报告，为市防汛抗旱指挥
部决策调度提供信息支持。市防汛抗旱指
挥部将对全市防汛值守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对因擅离职守导致灾害事故的，严肃追
责问责。

7月10日18时至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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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7月10日
18时至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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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日18时至7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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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例（中国
籍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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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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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例，在院12例（均为普通型）。

7月10日18时至7月11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62例（境外输入257例），尚在
医学观察2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02例、转为
确诊病例32例。

截至7月1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3743人，尚有34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天津轨
道交通运营集团获悉，为切实做好2021
年汛期安全保障，保障乘客在雨天能顺利
出行，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成立了车
务、车辆、机电等10支共1100余人的专
业抢险队伍，确保应急人员到位；此外，
100余名职能员工组成的支援抢险队作
为后备力量，随时待命支援。防汛物资方
面，已储备约9万袋沙袋、260余台水泵、
200套挡水板、1478卷彩条布，确保满足
现场防汛需求；另外，全线网各车站已配
足防滑地垫、爱心伞、伞套等物资，方便市
民雨季出行使用。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昨天是入伏首日，一年中最炎热的
时段已经到来。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夏
季天津电网最大用电负荷预计将达1700万千瓦，同比增长
5.67%。该公司入夏前依托电网“1001工程”建设，按期投运
全部118项迎峰度夏项目，着重解决重载台区、需检修的低压
线路等问题，确保天津电网平稳有序度夏。

入夏以来雨水明显多于往年，国网天津电力密切关注气
象信息，统筹做好天津电网的电力平衡措施同时，将加强水
中、岸边等易被冲刷地段的杆塔及低洼地区设备防汛检查，重
点治理线路对地距离不足、拉线锈蚀松弛等缺陷。

该公司还做好输电、变电、配电各专业检测，已完成2027
台次设备停电试验及40019台次设备带电检测迎峰度夏专
项工作，确保电网设备安全运行。同时确保93个实体营业
厅、网上服务、第三方售电网点等渠道畅通，通过加大电子化
服务和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的运营力度，保障用户夏季用电
需求。此外，推进“网格化”抢修服务，利用“主动配电网”等科
技手段，提高全天候响应和故障快速处置能力，在大负荷时段
增设临时抢修点，确保及时恢复供电。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天津市
气象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天津及海河流域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昨夜开
始影响津城，市气象台发布今年首次暴雨
黄色预警信号，此次降雨持续时间较长、过
程雨量大、暴雨范围广。

市气象台台长余文韬介绍，强降雨主要
集中在11日后半夜至12日白天。全市平均
降雨量60到110毫米，局地150到180毫米，
个别点将达到20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降雨

量预计达70到100毫米，并伴有雷电、短时强
降水和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其中中
心城区降雨量将达70到100毫米，蓟州区为
120到160毫米，滨海新区为60到90毫米，13
日上午降雨自南向北趋于结束。
市气象局11日10时联合天津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
色预警，同时市气象台先后发布暴雨黄色
预警信号、陆地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雷电黄
色预警信号。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

心也发布风暴潮消息：受渤海低压影响，预
计7月12日中午至夜间，天津沿海将出现
一次温带风暴潮过程。
从11日21时至12日1时：全市降水区平

均降水量为12.8毫米,最大降水量为45.9毫
米，出现在河西区珠江里，最大小时降水量
为45.9毫米，出现在河西区珠江里。市区降
水区平均降水量为26.6毫米，最大降水量为
45.9毫米，出现在河西区珠江里，次大降水
量为45.8毫米，出现在和平区黄家花园。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天津市
气象局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今年6月以来，津城降水量偏多近5成，为
2009年以来最多。
市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杨德江介绍，

今年6月1日至7月10日，全市平均降水量
为182.1毫米，较常年同期124.6毫米偏多
近5成，为2009年以来同期最多。全市各
区中，宁河区降水最多，为273.3毫米，其次
是蓟州区为259.2毫米，北辰区最少为
113.7毫米。各区中除北辰区降水量接近
常年同期外，其余均明显偏多，其中宁河区
偏多1倍以上。7月1日到10日，全市平均
降水量95.2毫米，较常年偏多1.1倍。
今年汛期降水特点：一是降水阶段性特

征明显，6月上旬和下旬分别明显偏少，6月
中旬和7月以来降水异常偏多，分别偏多1.2
倍和1.7倍。二是降水日数和过程雨量多、强
度大，6月22日以来，受冷涡影响，我市连续
18天出现雷雨天气，北部地区尤为明显。其
中7月2日到3日凌晨全市普降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最大雨量98.2毫米，最大小时降水量
64.4毫米；5日下午到夜间全市再次普降中
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站大暴雨，最大雨量
131.9毫米，最大小时雨量49.4毫米。
杨德江还对今年盛夏天津气候趋势进行

预测：预计7月至8月，天津市大部地区气温较
常年同期略偏高，降水量略偏多。由于夏季
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可能有阶段性干旱和局
部沥涝发生。预计盛夏天津市平均气温为
27℃左右，市区大于35℃的高温日数为9天
左右，高于常年同期4.4天，各月平均气温均
较常年同期略偏高。预计盛夏天津市降水量
将比常年同期偏多1到2成，其中7月全市大部
地区降水量略偏多，8月全市降水量偏多。
市气象局副局长高润祥介绍，海河流

域包括京津冀、山西、山东、河南、内蒙古、
辽宁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九河
下梢”的天津，承担着整个流域75%的洪水
入海压力。针对今年汛期天气气候形势，
市气象局全力做好城市安全度汛以及中小
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防治气象保障，同时
做好海河流域水旱灾害气象保障服务。

本报讯（记者万红）近日，我市迎来强
降水天气。昨天，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
解到，为应对降雨影响，天津机场及时启动
了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保障预案，全力做
好航班及旅客出行保障。受航路雷雨天气
影响，昨天下午天津滨海机场出现部分航
班延误。15时38分起，随着雷雨天气影响
逐渐减少，机场本场出港航班恢复放行。
截至记者昨天17时发稿时，进港延误44
班，出港延误61班。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王睿）7月11日
10时，蓟州区防汛办启动山区防洪Ⅲ级预警
响应，为确保游客安全，关闭山区景区、景
点、农家院，部署实施危险区域内人员转移
安置。
昨天，盘山、梨木台等景区已经关闭，

不再接待游客；下营镇、穿芳峪镇等山区镇
要求农家院不再接待游客，并安排对滞留
游客劝返，确保游客安全。区、镇、村对山
区水库、堤坝、泄洪沟等进行全面排查，并
安排专人24小时昼夜值守，确保万无一失。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蓟州区做好危

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关闭旅游景区，民俗
村、民俗户停止接待，妥善做好游客疏散、
安置和劝返。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蓟州
区景区、农家院劝返游客13821人，山洪隐
患点位共 1631 人全部转移到位，全区
23000余名应急抢险人员已抵达相关点位
集结待命。

本报讯（记者王音）昨天，记者从市水
务局获悉，为应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
市水务部门采取措施全力做好防汛排水各
项准备。

7月11日 14时，市水务局发布水旱
灾害防御 IV级预警并启动水旱灾害防
御Ⅲ级响应，市区分部启动防汛Ⅲ级响
应，相关人员上岗到位，防汛工作全面进
入战时状态。加强加密与气象、应急部
门会商，随时掌握雨情汛情，第一时间向
各区水务局、防汛各有关单位通报情
况。印发《关于做好强降雨防御工作的
通知》部署9条应对措施，派出 7路工作
组赴市区排水、海堤、山洪前线及大清河

东淀、永定河泛区，检查指导防御及蓄滞
洪区启用准备。
进一步细化29处易积水地区、16处

易积水地道“一处一预案”措施，设备人
员全部落实到位。针对嘉陵道、迎水道
等前期降雨新出现的积水片区，迅速研
究增设“一处一预案”措施并落实。立即
对排入一级和二级河道泵站、自流闸等
设施进行维护，并做好设备应急抢修准
备。组织地铁等中心城区施工单位，对
切改的排水设施进行维护疏通掏挖，恢
复排水管网畅通。
全面降低行洪河道水位。永定新河防

潮闸、蓟运河闸、宁车沽闸、北京排水河闸

等联合运用赶潮提闸泄水，全力降低河道
水位；潮白新河里自沽闸全力预泄，11日
16时降至4.5米以下；开启海河口泵站，海
河二道闸上水位预计11日 24时可降至
3.5米，腾出近2000万可调空间。海河周
边二级河道全面降低水位；独流减河防潮
闸赶潮提放；一级行洪河道橡胶坝全部落
坝，拦河闸全部提启迎接洪水；山区小水库
塘坝空库迎汛，杨庄、于桥水库保持汛限水
位以下运行。

强化工程设施检查维护。各河系中
心、各级工管单位于11日前完成水利工程
全面排查，狠抓河道险工险段“一段一预
案”落实。

天津入汛最强降雨昨夜抵津
明日上午降雨预计趋于结束

成立千余人抢险队伍

南开区调运防汛物资全力应对汛情。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防御及蓄滞洪区已做好启用准备

6月以来津城降水量
偏多近5成

为应对近期我市出
现的强降雨天气，天津
市气象局提前预报、及
时预警、加密观测、主
动服务。图为气象预
报员密切关注此轮降
雨天气形势演变，为我
市各部门防汛工作提
供气象服务。

本报记者吴迪摄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记者从河西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为充分发挥质量基础设施效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日前，该
局作为全市首批试点单位，正式出台《关于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综合服务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

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综合服务试点，面向企业、产业、
区域，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质量基础设施综合服务。融合
“互联网+”技术，拟建立线上线下双平台，目前线下平台依托
计量检定所，综合提供咨询、受理、办结等一站式服务；线上平
台拟开设“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栏目，目前正在筹建中。

河西区市场监管局围绕企业质量发展提升堵点、痛点，将
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密切、社会关注度高的事项纳入“一站
式”清单。首批清单共包含检验检测服务、标准化建设服务、
认证认可服务、计量技术服务、特种设备技术服务、品牌培育
服务、商标注册服务、专利保护与运用服务8方面10余个服
务项目。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天津经开区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天津经开区2020年度百强企业。2020年度经开区
百强企业经济效益及对区域的贡献作用不断增强。百强企
业营业收入占全区的比重为62%，较上一年度增长2.8个百
分点；营业利润占全区的比重为76.1%；税收收入占全区的
比重为62%。

据介绍，天津经开区百强企业评选始于1995年，截至
2020年已连续评选26届，是经开区展现企业实力、激发企业
活力的重要载体。“评选出的百强企业，经济效益高、创新能力
强、信誉程度好、贡献作用大，对全区各行业经济增长的拉动
作用明显。”天津经开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2020年度百强
企业中，制造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为7.4%，高于全区增速2个
百分点，对全区制造业增加值贡献率为95.3%；营利性服务业
企业的营收增速为28.4%，高于全区9.5个百分点，对全区营
利性服务业营收贡献率 68.1%；商业企业的营收增速为
16.1%，高于全区增速22.8个百分点，拉动全区商业增长5.8
个百分点。同时，百强企业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2020年
研发费用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
此外，2020年度生态环境保护先进企业30强名单也同

期出炉。2020年度经开区共有340家工业企业纳入评选范
围，最终评选出生态环境保护先进企业前3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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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负荷将达1700万千瓦

推进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河西区开展综合服务试点

【 地铁 】

启动航班延误应急预案

【 机场 】

关闭景区和农家院
转移山洪隐患点位人员

【 蓟州 】 天津经开区

发布2020年度百强企业名单

天津海事局举办航海日宣传活动

开启航海新征程共创航运新未来
本报讯（记者张璐通讯员马艳玲于新清）昨天，天津海

事局联合天津市港航管理局在天津大悲院游船码头开展了
主题为“开启航海新征程 共创航运新未来”的航海日宣传活
动，通过水上救援展示、技能互动演示、现场急救模拟等方式
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普及水上交通知识，倡导水上安全理念，
弘扬航海精神，培植航海文化。
活动当天，天津站码头各船舶挂满旗，上午9时鸣笛1分钟，

用简单而又隆重的仪式庆祝第17个“航海日”。天津市海上志愿
服务队组织新入志愿者宣誓仪式、授旗仪式，发放并讲解海上搜
救相关宣传材料，宣传水上安全知识与自救求生技能，讲授水上
交通知识、水上救生救助常识、航行知识、船舶知识、气象知识和
防溺水知识等安全知识。蓝天救援队通过水上救生艇操作演
练、人员水上救援等现场科目展示，让水上安全理念走进市民和
游客心中。

我市启动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防汛重点部位“一处一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