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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18时至7月22日18时

我市新增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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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18
时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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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18时至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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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例（中国籍
240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波兰籍3例、
法国籍2例、委内瑞拉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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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籍1
例），治愈出院252例，在院16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14例）。

7月21日18时至7月22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中国籍，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
者267例（境外输入262例），尚在医学观察11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224例、转为确诊病例32例。

第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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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抵达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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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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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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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抵达天津
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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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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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62例无症
状感染者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7月2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4030人，尚有398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中医特色医疗服务“昼夜同款”不打烊
——天津中医二附院、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开设夜诊服务患者

铁腕整治

一出租车西站拒载被处罚

机油桶变身“前卫”座椅
日前，到体北中心车队等车的乘客发

现，车队里多了一个暖心驿站可供休息之
用。车队职工将废弃的机油桶清洗干净，剪
裁、打磨、喷漆、刻字，还将精心制作的棉垫
固定在座椅上，一个个机油桶变废为宝，摇
身变成舒服座椅和装有书籍、扇子、爱心急
救包的储物柜。
“打造暖心驿站，为候车乘客提供临

时休息港湾，也让一线职工多一处休息空
间。”体北中心车队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苏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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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日
前，一则微博引起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执法人员的
注意，有网友称“天津西站出租载客点有出租车拒载且态度恶
劣”。执法人员经过调查核实后，依法对当事司机实施了500元
行政处罚。同时，当事人向乘客致歉。

据介绍，发现微博内容后，当天执法人员立即根据案件线索
及网友照片，与天津西站站区办取得联系，共同调取案发地点监
控录像。经查看，7月18日20时54分举报人一家三口推着童
车和行李在天津西站出租车地下上车区准备乘坐出租车。因行
李较多，举报人一家未能赶上前两批次出租车。在安保人员指
导下，当举报人一家行至第一候车位时，出租车津E135××正
好行至第一候车位。该出租车司机停车后表示，举报人一家是
“别人甩的活儿”，不愿载客，并搭载其他乘客驶离。在驶离过程
中，当事司机态度恶劣。

根据监控录像，执法人员立即联系当事出租车所属公司，共
同调取车内录像并联系当事驾驶员，随后带领公司负责人、当事
驾驶员至天津西站站区办，将案件相关线索、视频资料移交站区
办办案人员。办案人员还与举报人沟通联系，取得了证词证
言。在证据面前，当事驾驶员对自己的拒载行为供认不讳，表示
悔过，接受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并向当事乘客道歉。举报人对
此表示满意。

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出租汽车作为“流动名片”，
关乎每一位乘客对一座城市的印象，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提醒全
体交通从业者应以实际行动为津门名片增添亮丽色彩。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站区管理部门将通过联合执法、信用惩戒等方式，
进一步促进“三站一场”环境服务秩序提升。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通讯员焦轩）近几
天，在河西区太湖路与黑牛城道交口处，路面出
现的两道红色的“弯月”引起驾驶员和市民的注
意，“‘转弯盲区’的设立是提示大型车辆在右
转时注意行车安全，同时也警示行人不要靠近
车辆右转盲区。”交管小海地大队交警介绍说。

据了解，为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预
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期，交警河西
支队通过充分的实地调研后，在黑牛城道和
内江北路等道路沿线路口，施划了“转弯盲
区”警示带，避免过往大型车辆因右转弯“盲
区”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公安交管部门表示，“转弯盲区”警示带
可有效预防因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引发的交
通事故。大型车辆驾驶人在路口转弯时，应
注意减速慢行，预防因视觉盲区和“内轮差”
引发的交通事故。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需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切莫在红色“转弯盲区”
内停留，注意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本报记者徐杨

上班族白天忙忙碌碌，偶遇身体不适，
往往只能拖到周末才有时间到医院就诊。
可周末遭遇就诊高峰怎么办？病情发展迅
速等不到周末又怎么办？为解决患者工作
日就医的难点、痛点和堵点，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近日相继开设夜诊，为津城百姓提供“昼夜
同款”的中医特色医疗服务。不仅方便了
工作日无暇就诊的上班族，也为白天缺少
陪伴看病难的老年人带来方便。

记者19日晚来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脑病针灸科的张津玮主任医师正
在接诊患者。25岁的赵女士最近总感觉头
晕、疲惫、食欲不振，睡眠也不好，可平时忙于
上班一直没时间到医院就诊，看到中医二附
院开设夜诊的消息，她一下班就过来挂了号，
让专家给自己诊治。
张津玮听完赵女士描述的病情，通过中

西医结合的方法，利用中医理论辨证施治。
望闻问切后发现，赵女士面色淡白、说话有气
无力、脉细、舌质淡，X光检查结果显示颈椎
生理曲度变直。最终，张津玮考虑赵女士患

有颈椎病，同时还属于中医所讲的虚症，气血
不足，需要补益气血、调补脾胃。诊断明确
后，张医生不仅给赵女士开了中药汤剂，还为
她进行了头针、体针的针灸治疗。

整个诊疗过程结束后，赵女士高兴地说：
“夜诊可是解决了我的大麻烦，身体这么多问
题，多亏下班能及时检查治疗，要是等请假腾
出空来，不知道得拖到什么时候。”

记者从中医二附院了解到，为保障夜诊
服务质量，该院安排了百名专家团队以及
青年骨干医师出诊，设置多学科交叉的中
医药服务体系，涉及推拿、消化、儿科、妇

科、内分泌等多个专业，充分发挥中医院特
色服务患者。

同时，记者从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了
解到，为确保夜诊服务这一惠民利民措施落
到实处，尤其是解决中医特色治疗周期长、时
间长等问题，该院一方面安排皮肤科、肾病
科、肺病科、妇科、脑病科、推拿科、针灸科、脾
胃病科等重点科室的17名医学博士团队“扎
根”夜诊服务，另一方面科学安排挂号收费
处、检验科、药房、门诊服务等相关医技和职
能科室的值班人员，为夜诊患者提供“一站
式”的服务。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天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近日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官方
发布社区封闭、区域核酸检测、风险等级调整等防控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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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前往江苏省南京市等近期出现疫情重点地区旅行
及出差。

具有7月21日零时以来江苏省南京市低风险地区旅居史
的人员需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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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高风险地区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
旅居史来津人员排查追溯至7月10日零时，无核酸阴性证明的
抵津者须进行核酸检测，在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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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全基因组测序结果为Delta变异株，则具有江苏省高风
险地区旅居史的来津人员须实施居家隔离至抵津后满7日并进
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

自7月21日起，江苏省南京市等重点地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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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近14日内具有相关旅居史人员须做好自我健康监
测，如出现发热、干咳等症状，及时佩戴医用口罩前往就近的发
热门诊，并主动告知医生旅行史、接触史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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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重要提示

近期如无十分必要不前往
南京等出现疫情重点地区

■本报记者胡萌伟

“车站顶板已经施工完成，眼下正在进行
负一层的土方开挖。”日前，记者来到位于吴
家窑大街与气象台路交口东侧的地铁11号
线吴家窑站建设现场，车站技术负责人刘杨
指着施工现场的长臂挖掘机说：“你看那台正
在倒运渣土的挖掘机，它现在所在的位置就
是已经完成回填的顶板上。”

吴家窑站于2019年7月进场，今年4月
开始进行主体结构施工。由于周边紧邻多个
住宅小区以及正在运营中的地铁3号线，车
站采用盖挖逆作法，保证周边建筑物不受施
工影响。“盖挖逆作可以保护周边房屋的质量
安全，同时也不会影响3号线的正常运营，但
是相比明挖，盖挖逆作的施工速度会慢一
些。因此后期，我们会通过穿插施工工序、增

加施工作业面、增加施工人员数量等方式来
加快建设，预计明年5月，车站将完成主体结
构。”刘杨说。

正值酷暑，刘杨表示，眼下施工人员的工
作时间也进行了调整，避开了中午温度最高
的时段，同时施工现场备有各类防暑降温物
品，供工人使用。

中交天津地铁11号线方面介绍，截至目
前，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全线20座车站已
开工，其中6座车站已经封顶；2个单线盾构
区间已实现洞通，4个单线盾构区间正在进
行盾构掘进。

此外，今年除夕开工的11号线延伸工程
也有了新进展。截至目前，延伸工程所包含
的3座车站中，2座车站已进场，目前正在进
行交通导改、绿化移植、管线迁改、河道导流
等前期工作。

地铁建设快马加鞭，等到运营之日，乘
客走进车站又是怎样一番感受呢？记者了
解到，近日11号线的车站设计装修方案已
确定，11号线将结合车站所处位置及站内
空间情况，通过实物模型、漆画壁画、铸铜
浮雕、多媒体展示等形式，将八里台站、吴
家窑站、佟楼站、迎宾馆站、陈塘站、文化中
心站、环宇道站共7个车站打造为艺术特
色站，在车站非付费区墙面设置了不同主
题的公共艺术品，展现天津丰富悠久的历
史底蕴和热情好客的城市风貌。“例如，八
里台站的主题是教育，吴家窑站是天津记
忆，佟楼站是漆画，迎宾馆站是天津建筑，
文化中心站是天津历史文化名人，陈塘站
是桥，环宇道站是地铁发展历史。”天津地
铁11号线项目党工委书记、项目公司总经
理王翔说。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 通讯员 焦轩）
日前，“天津交管服务直通车”微信小程
序再次推出“信号大家谈”新功能，用户
在注册后可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需要优
化配时的交通信号灯一键上报给公安交
管部门，公安交管部门将及时进行调研
核查解决。

据了解，自正式上线以来，“天津交管
服务直通车”微信小程序平台的访问次数
已达 785.7 万余次，实名注册 13.4 万余
人。为更好地服务群众，交管部门在该平
台“警民互动”页面中，新推出“信号大家
谈”功能。

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20座车站已开工

重点打造7个艺术特色站展现津城风貌

和平区劝业场街道花园路社区日前举行“节能环保低碳生活”主题活动，社区请来
装裱老师范德祥，为学生们展示利用装裱字画剩下的边角料制成的艺术品，并带领大家
一同动手“变废为宝”，将矿泉水瓶、包装盒等物品制作成笔筒等，在动手中引导青少年
儿童确立节约资源、低碳生活的习惯和理念。

本报记者吴迪摄

提示右转盲区 消除安全隐患

“转弯盲区”警示带亮相街头

变废为宝
低碳生活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近日，由中铁
十八局三公司承建的天津宁河潘庄示
范小城镇农民安置房项目进入装饰装
修收尾阶段，为项目全面交付奠定了坚
实基础。

潘庄示范小城镇农民安置房项目位
于宁河区潘庄镇，包括农民安置住宅、非
经营性公建和相应道路、绿化、电力等配
套基础设施，以及土地整理和复垦工程，
总建筑面积106万平方米。该项目是天
津市宁河区七里海湿地生态移民工程的
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对于七里海
湿地生态修复、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

宁河区七里海生态移民工程

潘庄示范小城镇
农民安置房项目收尾

本报讯（记者马晓冬）近日，天津光明
梦得乳品有限公司生产的200箱风味酸奶
在天津海关所属北辰海关的监管下完成通
关手续，销往美国，这也是津产酸奶首次进
入美国市场。
“这是我们第一次向美国出口发酵乳

制品，之前对输美食品技术规范、贸易通关
手续、清关证书内容格式等要求都不了
解。”公司出口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非常
感谢北辰海关多次上门服务，帮着我们顺
利地打通了这条出口路！虽然这次出口量
较小，但为我们进一步打开欧美市场树立
了信心！”

疫情发生以来，出口食品企业面临着
订单减少、出口受阻等不利局面，对此，北
辰海关安排专人对重点企业进行“一对
一”服务，解决申报、检验、出具证书等方
面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北辰海关辖区企
业累计出口食品3000吨，价值4800万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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