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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气象预报信息，受台风“烟花”影
响，天津地区7月28日夜间至30日白天有暴雨
到大暴雨，降雨具有间歇性，过程累计降雨量
60—100毫米，局部（东部地区）可达120—180
毫米，其中中心城区60—90毫米、蓟州区50—
80毫米、滨海新区70—110毫米。最大小时降
雨量40—70毫米，降雨主要集中在29日白天
至前半夜。昨天，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下
发《关于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紧急通知》，要求
各区委、区政府，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时刻绷
紧防汛救灾这根弦，扎实做好防汛应急准备、极
端天气防御应对工作，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压实
压紧防汛工作责任，全面提升防汛应急能力层
级，坚决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要时刻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各区各部门

各单位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始终
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绷紧
思想之弦，坚持从严从高标准，以大概率思维应
对小概率事件，全面提升防汛应急能力层级，坚
决为群众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战区制、主官
上”，从严落实防汛三级责任体系，各级领导干
部要从自身做起，筑牢“责任堤坝”，提高应急能
力、统筹能力、组织能力，深入一线、靠前指挥，
现场了解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以实际行动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
要扎实做好防汛应急准备工作。各区各有

关部门要高标准备足备齐防汛抢险物资，强化
物资应急调运，及时查漏补缺，确保遇到重大汛
情预案能够及时启动、应对到位。要突出防御
重点，关注山洪灾害易发区、病险水库、行洪河
道、在建工地、深基坑、老旧危陋房屋、地道涵洞
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巡查排
查。要细化实化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方案，
逐户落实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责任人、联系人、
转移交通工具等，确保遇有险情群众能够及时
转移，坚决防止因转移不到位、不彻底造成人员
伤亡。要统筹防汛专业救援力量、社会救援力
量做好准备工作，确保遇到突发险情能够迅速
到位、及时开展救援。
要做好极端天气防御应对工作。要及时研

判雨情汛情，果断采取路面限行管制、地铁等交
通工具停运、停工停产等措施。市容排水部门
要关注短时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低洼地区、
道桥涵洞等积水，提前采取排水措施。交管部
门要加强交通疏导，避免城市积水影响交通运
行和群众正常出行。教育部门要做好学校及课
外辅导机构停学停课准备工作。有关责任单位
要做好陆地设施大棚、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
被大风吹动的搭建物加固工作和户外高空作业
及室内外高空游乐项目安全防护工作。水利部
门要关注海河流域水库汛限水位，科学实施泄洪，确保中小河流、水库
安全。港口管理部门要加强港口、码头、锚地等各类船舶的安全巡查，
引导船舶回港避风，注意海上作业安全。

要加强预测预报预警。气象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
发展，提高局部强降雨、台风、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预测预报水平，充分
利用广播、电视、手机短信、微信、大喇叭等多途径、全方位，及时、滚动
向社会发布预警信息，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要压实压紧防汛工作责任。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值守
应急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保证24小时通讯联
络畅通，加强信息互通共享和对所属单位的值班检查力度。严肃防汛
纪律，做到政令畅通、令行禁止。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一旦出现紧
急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做好应对处置工作，重要情况及时向
市委、市政府报告。

本报讯（记者 米哲）27日下午，市长廖国勋在迎宾
馆会见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向伟明一行。

廖国勋说，天津教育、医疗等资源优势明显，制造业
等产业基础雄厚。当前，我们正全力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加快“一基地三区”建设，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和区域商
贸中心城市。通用电气公司各项业务在津发展态势良
好，希望双方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在新发展格局中
不断深化合作。我们欢迎更多像GE公司一样的外资企
业来津布局。

向伟明说，GE公司高度重视在华业务，更离不开中
国市场。我们真切感受到天津营商环境发生的显著变
化，要加大投资力度，实现共赢发展。

市领导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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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忠廖国勋检查调度全市防御应对强降雨工作

树牢底线思维 严格压实责任
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工作

本报讯（记者 魏彧 米哲 于春沣）据气象部门预报，受
台风“烟花”北上影响，7月28日夜间至30日，我市预计将有
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大风天气。28日晚，市委书记李鸿忠，
市委副书记、市长廖国勋专程来到市轨道交通集团和市应急
管理局指挥中心，看望一线值守人员，检查调度、研究会商全
市防汛防台风工作。李鸿忠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关注台风“烟花”动态走势，树牢底线
思维，严阵以待、严防死守、严格落实责任，强化各项防御措
施，坚决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地铁是防汛防台的重点部位。李鸿忠、廖国勋首先来

到市轨道交通集团，详细听取全市地铁运营和防汛应急准备
情况。轨道交通集团主要负责同志简要汇报了重点站点防
汛措施和制定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情况。李鸿忠、廖国勋
要求轨道交通集团各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进
一步完善轨道交通应对极端强降雨应急机制和人员避险疏
散方案。要根据气象预警信息和现实降雨情况，及时有力采

取相应应急处置措施，切实维护乘客人身安全。
随后，李鸿忠、廖国勋来到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与

全市各区、市直各部门进行视频连线，听取市气象、水务部
门关于台风“烟花”的走势预判分析和防汛防台应急抢险工
作情况汇报。

李鸿忠、廖国勋指出，从气象分析情况看，台风“烟花”
具有强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是对城市运
行的一次严峻考验。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防灾减灾救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把维护人民生命安全
作为首要、作为根本，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工
作态度，坚决做好防汛防台各项工作。一是压实防汛防台
工作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尽职尽
责，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机制，健全
应急处置、指挥调度机制，周密部署、狠抓落实，确保责任落
实到岗到人，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筑牢保护群众的安全防
线。二是积极做好极端天气防御应对工作。要从更加复
杂、更加困难的情况出发，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工作准备，立足于防大防猛，要“从高从严”制定应急预案、
落实防范措施。及时研判台风走势和海河流域雨情汛情，
密切关注山洪沟渠地质灾害风险，精准发布预报预警信
息。强化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安全保障措施，如遇紧急
情况、极端天气，该停就停，该封就封，该限就限，坚决避免
人员伤亡。根据研判会商，采取果断措施，做好停工停产停
学停课各项准备工作。加强隐患区域巡查，及时组织危险
地区人员转移避险。三是提高统筹组织保障能力。要根据
防御台风工作特点，统筹做好陆海各项防范工作，高度重视
陆地高空坠物风险，做好易受大风吹动搭建物的安全防护
工作，防范海上风暴潮“三碰头”，加强港口、码头、锚地等各
类船舶的安全巡查，提前布防队伍物资，切实提高防范和应
对自然灾害能力，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新闻宣传部门
要及时滚动发布信息，引导群众提升自我防范意识和能
力。要加强组织调度，切实保障重要单位电力、供水、通讯
等畅通，确保城市正常运转、安全度汛。
市领导马顺清、连茂君、孙文魁、李树起参加。

廖国勋会见美国通用电气
公司全球副总裁向伟明

天津港集团全力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港口

打造全球首个人工智能零碳码头

本报讯（记者 万红）码头装卸设备等全部采用电力驱
动、能源消耗百分百来源于“风光储一体化”系统……昨
天，在中国港口协会2021绿色与安全港口大会上，天津港
集团发布了建设“零碳码头”的信息，将把正在建设中的天
津港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打造成为全球首个人工智能
零碳码头。

零碳码头会是什么样？天津港集团科信设施部副总
经理陈艳萍介绍，作为天津港集团新建的2.0版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天津港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计划于今年底竣
工投产。为了实现码头的零碳排放，可谓多措并举。
“一方面，同步建设了与码头能耗相匹配的绿色能源供

给系统，比如，我们以‘风光储一体化’系统为平台，实现全
码头绿色能源供应，并构建一体化储能系统，实现绿色能源
系统稳定输出。在这个码头，无论是装卸设备、水平运输设
备，还是生产辅助设备全部电力驱动；同时，采用先进的能

源监测技术，对码头各类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统计分析，确保
实现零碳排放。”陈艳萍说，“另一方面，最初设计上我们就
融入了绿色理念，比如，把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多采用的垂直
岸线布置加端装卸的方式改变为水平岸线布置加边装卸这
种先进的装卸生产工艺，再结合智能搬运机器人、智能水平
控制系统等自动化应用，这个码头的能耗在设计之初就是
比较低的。经测算，相比同类集装箱码头，这个码头的能耗
将降低17%左右。”

陈艳萍告诉记者：“先期会在码头区域设2台风力发电
机、在屋顶铺设光伏发电设备。初步测算，年底码头投用
时，这些自发‘绿电’基本可与码头消耗能源相匹配。未来，
随着码头吞吐量提高、耗能增加，绿色能源建设也会跟上。
预计明年七八月会再建相应的风力发电和光伏系统，始终
保持码头的动态零碳。”
“港口作为交通运输行业重要组成部分，既是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碳中和的关键领
域。”天津港集团副总裁杨杰敏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近年来，天津港全力建设世界一流绿色港口。（下转第2版）

正在建设中的天津港C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 图片由天津港集团提供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上半年，我市金融总量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各项贷款增加1845亿元，创近三
年同期新高；76%的新增贷款投向企业部门，精准支
持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小微企业获得的
信贷支持量升价降……这是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日前
发布的信息。

近日，天津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经济运行稳中加
固、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这背后，少
不了金融活水的全力支持。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相关人士
表示，全市金融运行朝着“稳、准、新、优”的方向发展。

一是稳：金融总量稳定增长。银行信贷保持了合理
的力度和节奏，上半年全市各项贷款增加1845亿元，创
近三年同期新高；企业债券融资形势趋好，在银行间市场
发债融资1377亿元，同比增长17.76%；社会融资规模与
经济增长匹配，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6.14万亿元，两
年平均增速5.6%，高于GDP平均增速。

二是准：全市金融部门积极调整优化信贷结构，助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到6月末，76%的新增贷款投向企业
部门；基础设施业和建筑业贷款同比增长13.6%；制造业
中长期贷款、高技术产业中长期贷款增幅分别达到
20.3%和45.6%；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幅已连续12个月
保持在40%以上。 （下转第2版）

我市金融运行“稳准新优”
上半年各项贷款增加1845亿元 创近三年同期新高

我市启动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昨日13时，中心城区开始降雨，截至17时，平均降雨量为12.24
毫米。排管中心快速响应，及时开启“一处一预案”，加快退水。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代晓娟 摄

手牵手帮扶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北辰区精准帮扶助力甘肃省华池县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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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疫情仍属上升期 最初感染应为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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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全面区域协查 六项措施强化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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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 提级应对极端降雨
建立71支总计2399人防汛抢险救援队伍

7月21日以来，我市累计排查重点地区来津人员2.7万余人，发现具有江苏、辽宁、四川
等重点地区暴露史人员2132人，均纳入管控，已完成核酸检测或核验持有核酸检测证明人
员2024人，均为阴性。

截至7月27日24时，南京市新冠肺炎感染者增至155例。安徽、辽宁、广东、四川等多省关
联感染者，多为途经禄口机场的旅客。
7月10日以后从禄口机场过境的旅客密集，容易出现二次传播和远距离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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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群众汇报
办好百姓最急最忧最盼身边事

践行伟大建党精神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石智勇 举重 男子73公斤级

崔晓桐 吕扬 张灵 陈云霞 赛艇 女子四人双桨

王宗源 谢思埸 跳水 男子双人三米板

创造纪录刷新历史捍卫荣誉

日进三金 中国军团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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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今年首发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烟花”路径存在不确定性
赛艇项目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国队夺冠。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