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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学校思政课将广泛使用
《学生读本》和《指导方案》

8月9日18时至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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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18时至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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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9日18时至8月10日18时，我市
新增1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
型、中国籍、英国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289例（中国籍2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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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例，在院27例（其
中轻型4例、普通型22例、重型1例）。

我市第28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
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英国。该患者自英国
伦敦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8
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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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8月9日出现发热，伴咽痛，即由120
救护车转送至空港医院，当日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治疗。患者有发热症状，伴咽
痛、咽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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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
胸CT：左肺上叶小片状密度增高影,双肺
上叶磨玻璃密度结节影。经市级专家组综
合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更改为
普通型。

第28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
胸CT：左肺上叶、右肺中叶及双肺下叶斑
片影及磨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
分析，患者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更改为普
通型。

8月9日18时至8月10日18时，我市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
塞尔维亚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98例（境外输入293例），尚在医学观察
2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34
例、转为确诊病例35例。

第29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塞尔维亚。该患者自塞尔维
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7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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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滨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8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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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8月1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4741人，
尚有60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由德尔塔变异株引发的疫情可能存在免疫逃逸等特点

目前个别省市疫情仍处上升期
外溢风险仍未消除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实习生 张宝禧）今年暑期，武清区邀
请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15所高校硕士、博
士研究生来该区参加“百名学子进天津助力智能轨道交通联盟
发展”暑期社会实践，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参与
60多项智能轨道交通项目研发。

据了解，这些名校学子都是各校精心挑选的优秀硕士、博士
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武清区遴选了优秀的智能轨道交通企
业，让参加社会实践的学子们和企业碰撞出了绚丽的火花。在
历时一个月的社会实践期间，高校学子们共参与轨道交通车轴
裂纹检测系统、智能底盘域关键状态观测系统、四驱分动器系
统、轨道交通人才联盟建设研究等课题项目60余项。解决了智
能煮面机器人夹爪技术、共轨喷油器WP6铜垫脱落、动车组关
键部件故障图像识别等技术难题30余项。与此同时，还为相关
企业翻译了《入口压力不超过10Mpa的气体安全切断阀》等外
文文献4篇，共3万多字。联合申请《用于汽车主动制动装置》
《基于协作机器人的自动化煮面系统》专利2项。

本报讯（记者 徐杨 万红）昨天，记者
从第161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德尔塔变
异株引发的疫情与既往毒株相比，呈现出
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
缩短、病毒载量高、可能存在免疫逃逸等特
点。从目前来看，个别省市的疫情仍处于
上升期，外溢的风险仍未消除。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主任顾清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据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8月9日全球累
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超过 2 亿。自
2020年9月首次发现德尔塔变异毒株以
来，该毒株已蔓延至130余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优势毒株。随着全
球疫情扩散和变异毒株出现，感染人数从

1亿增至2亿仅历时6个多月。自7月以来，
全球疫情出现了明显反弹，单日新增病例数
屡创新高。

顾清表示，7月以来，我国发生多起由德
尔塔变异株引发的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呈“多
点、多类型暴发”的态势。截至8月9日24
时，全国17个省40余个市共报告破千例新
冠病毒感染者，全国中高风险地区数量已超

过200个，其中高风险地区为15个，中风险
地区为204个。

仅“7·20”南京疫情通过旅游景点、交通
工具、棋牌室、火车站、工地等场所不断向外
播散，已造成13个省30余个市报告近千例
相关病例，并引发当地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与
此同时在5个省份相继出现与南京不同源的
聚集或散发疫情。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为进一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昨天，我市举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指导方案》培训会。记者从开班仪式上
了解到，今年秋季学期开学后，《学生读本》和《指导方案》将在全
市各级各类学校思政课中广泛使用。

据了解，《学生读本》分为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和
高中（含中职）四册，体系完整编排科学，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重要载体。《指导方案》分为小学、
初中、中职、高中、大学五册，重点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
的重要讲话内容，有机融入天津改革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
全市各学段思政课教师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提供科学的教学依据和丰富的教学资源。

此次培训为期5天，以线上直播形式进行。培训分大学、高
中、中职、初中、小学5个学段，同步开展骨干教师培训，着力培
训一支规模结构合理、理论基础扎实、教学效果优秀的天津市学
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学师资队伍，引领全
市学校思政课教师高质量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课程。

本报讯（记者 万红 徐杨）在昨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
视员刘桂明表示，按照文化和旅游部的通
知要求和市防控指挥部的工作部署，我市
进一步加强旅行社业务监管，指导旅行社
和在线旅游企业加强风险评估和研判，及
时了解和掌握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疫情形
势，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
高中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高中风险
地区游客外出旅游。

刘桂明说，组团社要密切关注旅游目的
地疫情防控等级信息。当旅游目的地政府有
关部门对旅游发出预警提示或将相关区域列
为疫情中、高风险等级时，未出发的旅游团队
必须立即取消或更改旅游行程；已经在当地
的旅游团队，必须暂停在当地的旅游活动，配
合做好相关疫情排查工作。对旅行社等企业
员工要加强健康管理，及时掌握员工健康状
态、出行轨迹等情况。上岗前进行“双码联
查”，对未接种疫苗的导游严禁带团，规范佩

戴口罩，确保员工健康上岗和规范作业。发
现员工出现发热、咳嗽等相关症状，及时安排
到就近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坚决杜绝员工带
病上岗。此外，严格落实行前说明会制度。
旅游团队出行前必须召开行前说明会，对游
客在行程中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提出具体要
求，提示游客严格遵守旅游目的地的各项疫
情防控措施，在行程中要听从导游的指挥，教
育引导游客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前提下，还要
做到文明旅游，理性消费。

本报讯（记者 万红 徐杨）面对形势复
杂严峻的国内疫情，如何更好地保障市民
出行及道路运输安全？在昨天举行的新闻
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委二级巡视员黄红
星介绍，轨道交通及公交防控将分别严格
落实“七个百分百”和“四全一转一开”防控
措施，并加强“三站一场”和公路交通监管
防控，坚决防范和遏制疫情通过交通运输
传播扩散。
轨道交通防控严格落实人员100%验

码、100%检测体温、100%戴口罩，与人体
接触设施100%消毒，车站和区间100%保
持24小时通风，车厢100%换气通风，卫
生管理100%全覆盖。持续监测全员健康
上岗，做好临时观察点的物资配备，如发现
人员发热、咳嗽等情况第一时间按程序报
告，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并合理管控车站拥

挤度、列车满载率，及时疏散候车乘客，最大
限度减少乘客聚集。

公交防控做到车辆消毒清洁全覆盖、乘
客佩戴口罩乘车全覆盖、上车乘客检测体温
全覆盖、查验“双码”全覆盖；运营过程中遇到
发热或“非绿码”且无法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的乘客，就地转换为临时留观车，
并在第一时间联系公安和卫健防疫部门，配
合做好相关疏散工作，确保疫情不扩散；并做
好每趟次车辆开窗通风。巡游出租车和网约
车运营期间规范佩戴口罩，引导乘客配合戴
好口罩。
“三站一场”监管方面，加强铁路、机

场场站宣传提示和日常巡视，规范佩戴口
罩、人员分散就座、保持安全距离，做好人
员健康监测、清洁消毒、通风换气、个人防
护；并完善日常消毒制度，加强对门把手、

水阀、卫生间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预防
性消毒，保持环境卫生。在天津站、天津
西站将对未接种疫苗的乘客实行信息登
记，及时逐级推送登记信息，协助实现除
绝对禁忌证外的所有人员“应接尽接”。
严格落实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分区
分级防控要求，督促指导道路客运场站运
营单位和经营者严格落实防控措施，强化
一线人员自身防护。

公路交通防控方面，所有高速公路服务
区均在综合服务楼入口处设置测温点，对进
入人员进行24小时亮码测温并检查佩戴口
罩情况，对楼宇大厅、公共卫生间、餐厅等人
员密集点位定时进行消杀。对收费站CPC
通行卡、现金等进行有效消毒，发现可疑车辆
和人员立即与属地公安和卫生防疫部门联
系，确保高效处置。

轨道交通落实“七个百分百”公交做好“四全一转一开”

本报讯（记者 万红 徐杨）在昨天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商务局一级巡视
员周路表示，各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连
锁超市、菜市场、餐饮等重点场所要严格
落实各项防护措施，做好现阶段疫情防
控工作。

周路介绍，商场（购物中心）、大型连
锁超市、菜市场以及餐饮企业，要切实增
强疫情防控意识，做好清洁消毒、通风换
气，正确使用空调。安排充足人员，坚持
在入口处对进店顾客测温并进行“双码联

查”，做好相关信息登记，要求科学佩戴口
罩。提倡自助购物、自助点餐、非接触扫码
付费等方式减少人员接触。餐饮企业要坚
持落实好“公筷公勺”制度。同时，企业也要
做好员工的健康监测和记录，严格个人防
护，上岗佩戴口罩。做到疫苗接种非禁忌证
“应接尽接”，重点风险岗位未接种人员要暂
时调整岗位。倡导非必要不离津，做到非必
要不前往发生疫情地区，非必要不出境。特
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应加强个人卫生防护，从
事冷链食品装卸和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要按

照有关部门规定，坚持落实好防护措施。要
积极配合好属地政府做好核酸采样筛查工
作，确保应检尽检；同时要完善疫情防控预
案并加强演练。

此外，周路倡议广大消费者，自觉保持良
好的个人防护意识，积极接种新冠疫苗，在购
物和消费时继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做好卫生防护。严格按照流程进店，科学佩
戴口罩，积极配合“双码联查”和相关人员信
息登记，排队和消费时不扎堆，保持安全社交
距离。

商业场所严格落实各项防护措施

本报讯（记者 万红 徐杨）在昨天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市交通运输委二级巡视
员黄红星表示，为坚决防范和遏制疫情通
过交通运输传播扩散，我市交通运输部门
派出检查组和执法人员重点对“三站一
场”、旅游景点、繁华商街等点位进行检
查。一周以来，检查巡游车、网约车、公交
车、长途客车等运营车辆11.9万部，查处
驾驶员未按规定验码测温、佩戴口罩、消毒
清洁、信息登记和接种疫苗等行为 311

起。市交通执法总队安排了8名执法队员按
四班、三运转模式，24小时监控进口冷链车
辆运行轨迹，累计监控自天津港赴外省市冷
链运输车辆30597辆，及时纠正了运行中的
脱线行驶行为。

黄红星说，在督查和检查中，发现有的行
业领域从业人员防范疫情意识不够强，执行
防控措施不严格，不同程度地存在松懈麻痹
心理。“比如，在‘三站一场’候客排队的驾驶
员存在聚众聊天现象，个别出租车、网约车驾

驶员运营中佩戴口罩不规范等情况。为此，
我们要求各部门各单位坚持从严从紧和分区
分级采取防控措施。同时，也希望广大乘客
上车前提前拿出手机配合‘双码联查’、规范
佩戴好口罩，在完成验码、测温后再支付票
款，以保证防疫工作效率和乘车秩序，减少停
站时间。如需登记信息乘车时，请配合司乘
人员并如实提供个人信息，不谎报、不瞒报。
当发生突发情况时，请听从司乘人员指挥做
好疏散或留观。”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昨天从市残联获悉，为切实提高规划
编制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更好地促进“十四五”时期我市
残疾人事业发展、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天津市“十四
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编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建议。

市民可通过4种方式提供意见建议，包括拨打残疾人服务
热线12385，写电子邮件发送至电子邮箱sclbgs@tj.gov.cn，写
信邮寄到市残联（邮寄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66号，天津
市残疾人联合会，邮编：300381），到市残联信访接待室直接提
出意见建议。据悉，征集时间截至2021年8月16日。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开区了解到，日前，
在天津经开区召开的滨海新区引进顶尖人才2020年度工作验
收会上，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席运营官巢守柏作为顶尖人才，
因对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贡献，获得了滨海新区引进顶
尖人才项目资助。这是滨海新区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得该项目
资助的专家，其获得的600万元资助将用作工作经费及生活补
贴，这也刷新了滨海新区个人单笔获得资助的纪录。

经开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高端人才引领下，经开区
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一条集合项目研发、技术转化、生产制
造、商业物流和展示交流的生物技术产业链条已初具规模。依
托生物医药产才联盟，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服务链和人才链
加速融合，现已集聚了医药类工业及服务类企业400余家，形成
“高端产业人才引领，优势产业人才接力，后发产业人才储备”的
良好态势。下一步，经开区将创新人才扶持政策，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发挥高端人才在产业
转型升级和城市创新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防范和遏制疫情通过交通运输传播扩散

我市一周检查运营车辆11.9万部

旅行社不组团前往高中风险地区旅游
本报讯（记者陈璠摄影王涛）白色花岗岩沿着岸线整齐铺

设成亲水平台，郁郁葱葱的树木围成沿岸带状公园，湛蓝的海水
在海风吹拂下不停拍打着海岸……日前，天津港保税区（临港区
域）中港池北部岸线生态修复项目一期工程正式竣工验收，蓝
天、绿树、海浪将岸线装扮成一道美轮美奂的风景线。

中港池北部岸线生态修复项目一期工程位于海河入海口南
侧滩涂浅海区，保税区临港区域高沙岭港区北侧。在修复项目
实施前，这里常有建筑废物、生活垃圾等在低潮时露出岸滩，使
近岸海洋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因岸线总体生态功能较差，鸟类、
鱼类及底栖生物的繁殖场所遭到破坏，原有近岸水鸟类栖息场
所几近消失。

为及时改善岸线生态环境，保税区在去年8月启动了中港
池北部岸线生态修复一期工程。该工程进行集中堤岸整治，建
设了亲水平台和沿岸带状公园等设施，清理沿岸生产生活垃圾，
拆除违建和养殖设施，在美化沿岸环境的同时，提升岸线防护与
抵抗海洋灾害的能力，修复沿岸海域生态系统，改善水环境，实
现海洋人工岸段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天津市“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
发展规划》编制公开征集意见

中港池北部岸线生态修复一期完工

泰达顶尖人才获600万元资助

百名学子进津参与
智能轨道交通项目研发本报讯（记者仇宇浩摄影熊智江）

日前，天塔紧跟热点话题“东京奥运会闭
幕”“梅西泪别巴塞罗那队”，先后献上两
场主题灯光秀。

东京奥运会日前落下帷幕，中国代
表团斩获88枚奖牌，位列奖牌榜第二，
天塔特别推出主题灯光秀为凯旋的中国
奥运健儿们喝彩，“‘吕’战屡胜，天津荣
耀”“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我依然对胜
利充满渴望”等精彩画面，让观者重温那
些激动人心的光辉时刻。

此外，球员梅西日前泪别效力21年
的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天塔也为这位
天才球员献上一场灯光秀，以“莫愁前路
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来预祝梅西续
写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