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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18时至7月12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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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8
时至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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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8时至7月12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西班牙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260例（中国籍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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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例（轻型1例、普通型12例）。

第26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西班牙
瓦伦西亚。该患者自西班牙马德里乘坐航班（CA908），于7月
11日抵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6℃，申报无异常。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
月1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
海河医院治疗。入院后最高体温39.4℃，伴畏寒、寒战、周身肌
肉酸痛，伴咽干、咳嗽等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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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1日18时至7月12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63例（境外输入258例），尚在医学观察23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208例、转为确诊病例32例。

第26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宾。该
患者自菲律宾马尼拉乘坐航班（PR314），于7月7日抵达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
采样后，转送至河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7月12日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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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38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41例无症
状感染者于7月11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第240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42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44例
无症状感染者、第245例无症状感染者于7月12日从海河医院
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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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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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我市迎来暴雨天
气。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为应对强降水，
天津滨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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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天气
影响，天津滨海机场昨天出现部分航班延误。随
着天气逐渐好转，8时20分起，机场本场进出港航
班恢复放行。截至昨天17时，机场本场进出港航
班已恢复正常，进港航班延误53班，出港航班延
误31班。

此外，受天气影响，昨天，我市境内部分高速
公路一度封闭、部分高速公路收费站入口限行黄
牌货车。随后，随着天气转好，我市境内曾出现封
闭的高速公路陆续恢复正常开启。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委了解到，落实防汛工作部署，我市交通运输部门
采取多项措施全力组织应对强降水天气。

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加强
与气象局等部门联动，及时发送气象信息；同时，
完成交通行业防汛物资储备摸底与防汛部署，开
展防汛应急演练，完善行业防汛预案。另一方面，
加强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保持通讯畅通，遇突发
险情，第一时间按照应急响应机制快速启动应急
处置。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
解到，在本轮强降雨到来之际，公交启动防汛预
案，一线一策保障安全出行。截至昨天9：00，共
计38条公交线路执行特殊天气预案。

受蓟州山区降雨安全隐患以及津蓟高速部分
道路双向封闭影响，蓟州区12条村村通线路和
188路双向待发；另有包括730、801、343、612、
613、615、快速2路在内的共计26条线路因道路
积水执行特殊天气预案，其中涉及改道运行19
条、区间运行1条、缩线运行6条。各场站暂未出
现严重积水。

进入汛期，市公交集团对防汛预案进行调
整，制定了380条线路的涉水预案，共涉及1009
处低洼点位，其中涵盖52处地道、涵洞点位的线
路临时调整措施。市公交集团运营业务部部长
吴卓介绍：“防汛预案与2020年相比，公交线路
经过的低洼涉水点位有所减少，地道涵洞涉及预
案点位有所增加，扩大了特殊天气线路运营组织
的预判范围。”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11日白天，我市部分
地区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晚上11时之
后，又自南向北先后出现明显强降雨过程。截
至12日11时，我市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达到
暴雨量级，个别站大暴雨。

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卢焕珍介绍，在昨天
的降雨中，全市各自动气象站中，大暴雨4个
站、暴雨132个站、大雨142个站，全市平均降
雨量达到52.7毫米，最大降雨量达117.5毫米，
出现在北辰区的双街，最大小时降雨量达47.5
毫米，出现在12日凌晨3时到4时的蓟州尤古
庄。中心城区方面，平均降雨量为78.3毫米，
达到暴雨量级，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和平区黄家
花园，为101.1毫米，达到大暴雨量级，各区平
均降雨中，和平区为91.7毫米，接近大暴雨量

级，河西区为81.3毫米，南开区为78.9毫米，河
北区为75.2毫米，红桥区为72.6毫米，河东区
为69.2毫米。从整体看，此次降水过程中，最
大降水出现在中心城区，其他地区略小，同时还
出现了6到7级的大风，阵风达到8到10级，局
地最大阵风达11级，出现在蓟州区的盘山。

昨天中午到夜间，我市北部地区仍有持续
性降雨，累计降雨仍然可达大雨量级，并伴有局
地短时强降水和6到7级大风，阵风达8到9
级。其他地区傍晚到夜间还有一些阵雨或雷阵
雨，此次降雨过程在今天早上趋于结束。

降雨过后，14日到15日，津城还是以阴天为
主，闷热感依然比较明显，尽管不排除有分散性
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但大范围降水不会出现了。
到16日和17日，可能再次迎来明显降水过程。

■本报记者王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防汛物资的储备和调运可谓应急保障的重

中之重，一旦发生险情，必须第一时间满足抢险
救灾需要。

目前，我市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如何？有哪
些品类？是否能快速调运？昨天，记者跟随市
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人员前往我市最大防汛
物资专储仓库——天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杨柳
青物资储备库，一探究竟。

一路上，市应急管理事务中心救灾统计科
副科长薛峰说，针对此轮强降雨，他们在仓库前
放置了2辆防汛物资运输车辆，随时待命，一旦
接到调令，车辆立即开进库房，调运物资，以最
快速度装车发运，送到指定点位。

杨柳青物资储备库始建于1963年，承担着
天津防汛物资储存调配的重要职责，建筑面积
达4800平方米。进入储备库大院，记者看到，
总共有11座库房，里面存放着各类救生器材、
抢险物料和抢险机具，储备充足、码放整齐。市
防汛物资仓库负责人李磊告诉记者：“这个库目
前有46种市级专储防汛物资，总价值在2700
多万元。汛前我们已经对排水泵车等405台套

设备类防汛物资进行了维护保养和试机，确保
台台转；而且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
制度，确保防汛物资调拨准、调运快。”

进入1号库，记者通过标识牌了解到，这里
存放着铅丝网片、木跳板、钢管等，李磊指着眼
前的物资介绍：“抢险时，用铅丝网片编成铅丝
石笼后，抛投在出险部位，进行护冲、护脚、堵
口；木跳板是当堤防路面不平时，用来搭平路
面，让抢险车辆通过，也可以在构筑钢木土石组
合坝时用作脚手板……”

记者注意到，整个储备库的救生器材类物
资有橡皮船、嵌入组合式冲锋舟、救生圈、救生
衣，抢险物料类物资包括防浪排体、帐篷及配套
扣件、堵漏袋、桩木等，抢险机具类物资囊括发
电机组、排水泵车、照明车、应急灯等。李磊说：
“像是帐篷，我们储备了285顶；排体1750块、
救生圈4015个、救生衣30020件……”

采访中，薛峰和几名检查人员拿着市级专
储防汛物资清单逐项核对，并仔细检查物资是
否完好，“我们会定期检查防汛物资，看摆放是
否正确、有没有过期和报废情况。从目前来看，
仓库存储合规。对于防汛物资必须加强管理，
按照储备定额，查漏补缺、更新补充，确保在关
键时刻拿得出、用得上。”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
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共分为普通高中学校录取和各类
中职学校录取两个阶段。

普通高中学校录取阶段各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21日前，
艺术类高中学校批次、9所市重点高中学校批次进行录取；7月
30日前，其他普通高中学校批次进行录取。

各类中职学校录取阶段各批次预计录取时间为：8月3日
前，“五年制高职、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类学校及专业”批次、其
他各类中职学校批次进行录取。

市中招办将根据录取工作的实际情况，对各批次录取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争取尽早向广大考生公布各批次录取结果。招生
录取期间，市中招办将进一步规范招生工作纪律，严格执行各项
招生录取政策与办法，严格执行市教委下达的招生计划，严格落
实“阳光工程”与公示制度，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开、公正。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强降雨来袭，为保障市
民出行安全畅通，我市公安交管部门提前启动恶劣
天气应急预案，强化对各条主干道路、快速路、桥
梁、涵洞等重点地区的巡查管控和应急疏导，安排
警力在涵洞和易积水路段值守，随时根据积水情况
采取必要的交通管控措施。
“真是太感谢啦！”昨日凌晨，卫津南路与宾水

道交口附近，一辆白色别克商务车行驶途中突发故
障抛锚，一时间无法挪动。正当车主焦急万分时，
东风里大队交警王国涛巡查至此，立即冒雨趟着积
水，与驾驶人一同将车推至路边，并协助驾驶人联
系了应急维修部门。

昨日凌晨1时左右，交警河北支队接到报警，
金钟路和金海道交叉口附近一棵大树被大风刮倒
横在路中，车辆无法通行。接警后，属地中山路大
队交警迅速赶到现场，发现倒下大树将道路完全
覆盖，通行被阻断。为了保障安全，交警第一时间
对周边道路进行管控，并做好安全防护。同时。
联合城管部门共同清理倒在路中的树木，在大雨
中奋战了2个多小时，凌晨3时40分左右，恢复道
路通行。

本报讯（记者王音）昨天，我市迎来入汛以来
最强降雨，市排水部门积极应对。中心城区29处
易积水地区、16处易积水地道和区管32处里巷小
区落实“一处一预案”措施；172座排水泵站、84台
移动泵车全面开启。7月12日凌晨，短时强降雨
致使中心城区产生28片临时积水、8处地道积水，
经过全力抢排，至12日凌晨4时，地道及道路积水
全部排净，河道水势整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0
时，中心城区主干道路积水基本退净。

昨天早上8时，雨量已经减小。在位于南开
区密云一支路的易积水点位，排水职工已经连续
奋战了10多个小时。正值早高峰，路面上的积水
已基本排净，现场交通顺畅。

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第二排水管理所副所长
刘旭，一边指挥着移动泵车进行小面积排水作业，
一边向记者介绍现场情况：“刚才又有一阵大雨，
我们立即抓紧排水。目前，这两台移动泵车已经
持续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凌晨的强降雨，最大降
水量接近60毫米，达到了暴雨量级，积水深度达
200多毫米，我们出动了4台移动泵车，排水时间
缩短了一半。今年入汛前，我们对地道进行了改
造，增加了一条临时排水管道。往年4—5小时才
能排净的积水，今年用了1小时左右基本排净。”

今年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将开始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调价信息，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决定自2021年7月12日24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我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
6.61元，上调0.06元；92号汽油7.12元，上调0.05元；95号汽油
7.53元，上调0.06元；0号柴油6.78元，上调0.06元。

92号汽油7.12元 每升涨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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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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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4件。其中：滨海新区
2335件、和平区383件、河东区772件、河西区750件、南开区874件、
河北区602件、红桥区319件、东丽区666件、西青区799件、津南区
850件、北辰区937件、武清区788件、宝坻区867件、宁河区589件、
静海区889件、蓟州区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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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排水部门

主干道路积水基本退净

机场高速

航班恢复高速开启

交通运输

主动做好防范应对

公安交警

全员全力疏导

储备充足随时调运
——记者探访天津市最大防汛物资专储仓库

津城遭遇强降雨大部分地区累计降水达到暴雨量级

周末或再次迎来明显降水

公交

一线一策保障安全出行

雨中，交警帮忙
推行趴窝的电动车。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摄

排管人员在河
东区六纬路与大直
沽中路交口处，进
行排水作业，保障
市民出行。

本报记者
吴迪摄

受连夜大雨影响，我市和平区福方里社区部分街道和小区发生内涝。昨天早6时，武警天津总队执勤二支队出动20余名
官兵，携铁锹、救生衣等紧急赶往现场，扛运沙袋、救援物资，转移群众。 通讯员周旭升谢纪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