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列车双消杀 安全百分百

8月11日18时至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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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18时
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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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1日18时至8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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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例，在院26例（其中轻型
4例、普通型21例、重型1例）。

8月11日18时至8月12日18时，我市无新增
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98例
（境外输入293例），尚在医学观察23例（均为境
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40例、转为确诊病例
35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256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
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260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第277例
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第278例境外输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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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
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4769人，尚有619人正在
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记者陈忠权实习生张宝禧

8月的蓟州盘山、梨木台等景区，林木
葱绿，山泉潺潺，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
玩。连日来，各大景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
措施，预约、错峰、限流，为广大游客营造文
明、安全、健康、有序的旅游环境，受到游客
广泛赞誉。

在盘山景区，景区工作人员首先对游客

测温，再仔细查看“健康码、接种码”，还要查
看14天行程记录。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
不断提醒大家保持一米距离，戴好口罩。

在梨木台景区游客中心外，景区工作人
员每天都通过小喇叭提醒游客戴口罩、亮
“双码”，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打开“健康码、接
种码”，然后进入景区服务大厅，通过热成像
体温自动监测系统，进入景区。
“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好一米距离，

分散观赏，不要聚群……”在各大景区，除了门
口严格检查外，在景区游览途中，也有工作人员
细心提醒游客。在景区卫生间里，保洁人员认
真打扫，地面特别干净，每隔一小段时间还喷洒
消毒液，确保公共卫生安全。洗手盆旁配备了
酒精等消毒液，免费供游客使用。

在盘山景区，乘坐索道和观光车期间，为确
保疫情防控安全，工作人员对吊箱、观光车等旅
游设施里外仔细消毒，每乘坐一次后都立即消
毒，并减少吊箱和观光车内游客人数。在梨木
台景区，每间隔一个小时就对票房窗口、户外闸
机、卫生间、座椅、扶手等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消
毒处理，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风险。
“疫情防控，你们很细心，我们特安心！”游

客们竖起大拇指对景区工作人员赞扬道。

“你们很细心，我们特安心”
蓟州各大景区加大疫情防控力度确保游客安全

■本报记者宋德松

连日来，为坚决筑牢首都疫情防控“护
城河”，武清区、蓟州区分别在进京道路卡
口设立多个检查站，对进京车辆和人员严
格检查，确保车辆和人员符合进京要求。
检查现场，各区党员干部、医护人员尽职尽
责，在各进京通道和周边道路上，24小时
执勤的交通警察们也在酷热中坚守疫情防
控第一线。
“近两周以来，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大队加密了路面巡查频次，随时处置突发
情况。”交警高速公路一支队京津大队交警
马超介绍说。据了解，交警京津大队结合
疫情防形势，持续加大路面巡查力度，24
小时不间断强化对京津高速公路沿线的安
全守护。

昨天上午，在交警高速公路一支队指

挥平台监控屏幕前，记者看到，在京津高速
公路、京津塘高速公路、津蓟高速公路沿线
的重点路口，均有高速交警指挥疏导的身
影。“如遇压车，我们会视情采取临时封闭
进京入口的措施疏导管控和远端分流，并
通过在压车尾部见警车、见警灯、响警报等
措施，提示临近车辆注意安全，防止因车辆
待检排队，造成缓行而引发交通事故。”交
警高速公路一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交警陈晨
介绍说，除了落实路面巡查，高速交警还全
天候对连接京津两地的重点高速路段进行
视频巡查，及时发现并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并充分利用高速公路沿线的电子屏、高音
喇叭，以及电子地图软件等提前宣传、疏导
车流，防止拥堵。

昨天上午11时左右，公安蓟州分局交
警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高光正在蓟州
区津围公路与马平公路交口带队疏导车

流。“这一路段通往蓟州旅游景区，客货车流量
都比较大。”高光介绍说，一周以来，公安蓟州
分局交警支队在进京检查站周边道路，每天派
出警力24小时值守，视车流变化情况采取时段
性限行措施，并提前通知货车司机可提前绕
行、配合分流，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

据市公安交管局指挥室副主任刘伟介绍，
自8月5日起，公安交管部门重点围绕武清区、
蓟州区进京道路检查站以及重点高速公路，优
化道路交通组织，增加警力部署，提高涉疫检
查通行效率，完善排队车辆安全预警措施，严
防主干公路通行阻断，严防长时间、大规模交
通拥堵，严防车辆排队引发追尾事故。同时，
强化对全市重点医院、隔离点、物资储存点等
周边道路的疏导，保障防疫物资、应急物资和
民生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确保物资配送安
全顺畅。

与此同时，在全面做好交管业务“现场办”疫
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加大社会面告知，畅通网
上办理渠道、提升业务受理能力，以推广交管
12123App等网络办理渠道和交警南马路24小
时服务大厅等自助办理渠道为重点，提倡群众采
取“自助办”和“网上办”结合形式，全力减少人员
集中、扎堆排队、业务积压等问题的发生。

■本报记者胡萌伟

为进一步落实防疫要求，加强段场区
域内防疫举措，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日
前组织召开防疫工作专题会，对车辆中心
防疫工作提出了相关要求，做到人员管控
100%，点位消杀100%，双码查验100%。

作为城市内主要交通工具，地铁列车
究竟如何保障乘客安全？轨道交通运营集
团给予了解答。

实行折返消杀、夜间消杀“双消杀”制
度。车辆中心维修基地人员严格执行电
客车折返消毒作业，每日早7时30分至
21时，每班安排2名消毒人员在每条地铁
线正线一端的折返站，利用电客车折返时
间对客室内进行喷雾消毒。同时，每日夜
间运营结束收车后，消毒人员首先对车厢
内门把手、扶手、座位、车窗、玻璃、客室
门、侧墙及端墙等与乘客发生接触的电客
车客室内表面进行擦拭消毒，再使用清水
对消毒点位进行擦拭，防止消毒液对内饰
造成腐蚀，同时对客室内脏污点位进行清
洁处理，最后使用拖布对客室地面进行拖
净，保证客室内环境符合保洁标准。据统
计，轨道交通运营集团负责运营的地铁5、
6、9号线折返消杀总计平日491列次、周
末415列次，夜间消毒平日86列次、周末
64列次。

深度清洁，严格保证车厢内空气质
量。空调长时间运转，滤网极易脏堵，影响
车内空气流通和空气质量，为此，当车辆进
入月修修程后，班组对列车新风网、回风网
进行拆卸冲洗。为配合防疫，同时增加了
滤网喷洒消毒液环节。

新线车辆段方面，入段人员进入新线
车辆段调试现场，需严格进行健康码及疫
苗接种情况查验，并做好入段登记；根据段
场消毒工作要求，对办公房间等重点部位
每日进行消杀；员工每日在岗期间按要求
做好体温测量，严格执行“非必要不离津”
工作要求。针对新线筹备过程中人员流动
问题，要求厂商固定在津人员，如有临时来
津的人员必须提供疫苗接种证明、健康码
及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经地铁集团联调
组、车辆维修筹备组审核方可进场作业，同
时要求全体人员到岗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及时消毒。

新司机方面，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
作责任，新司机培训班第一时间成立了疫
情防控工作小组。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利用
培训休息时间组织开展以“战‘疫’保产”为
主题的防疫知识宣贯。

坚守道路一线筑牢首都“护城河”
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为防疫保驾护航

地铁工作人员严格执行各项防控措施。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赵梦宇摄

工作人员对地铁车站进行清洁消杀。
本报记者张磊通讯员赵梦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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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之星

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记天津市第十一届中小学生“自强之星”闻国仲

京津消协发布
车内空气质量比较试验结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EEEE� E �EE�

���������������
��u�����	��������
��������v�������q����r
����u���������	��

	����������v������
q����r���������������
��������������o��p�
�������������������

u����v	�
����b���
�����������������
����������	�����b

�	���
����������

�����������
������
���������������a	��
�����������������	
������������������

�����	�����
����
�b�����������a��a��a�
�������
���������
���a�����
��������b

������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京津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京津消
费者协会发布车内空气质量比较试验结果》。此次比较试验从
去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媒体向京津两地消费者征集多为半年内
新车的样车，共有23家车企的36款在用乘用车符合条件进行
了比较试验。根据试验结果，36款样车在常温状态测试中苯、
甲苯等8项污染物浓度均不高于国标GB/T 27630-2011《乘用
车内空气质量评价指南》限值，但在高温状态时8项污染物浓度
平均升高约1.5倍，同时TVOC（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总和
值）项目测试结果差距较大。需要提示消费者的是,本次比较试
验结果只对样车样品负责。

京津冀消费维权联盟联络办公室主任万晓东介绍，从比较
试验结果来看，汽车生产厂家已经开始重视车内空气质量，在国
标范围内的8项物质在与国标比较时基本不高于标准限值。但
是在国标范围外的TVOC项目各个厂家表现得不容乐观，或对
消费者带来健康隐患。TVOC项目为六碳有机化合物到十六
碳有机化合物的总和值，它对车内空气质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但是TVOC值也很容易受到干扰，比如香水以及使用的熏
香类物质都可使TVOC升高，所以消费者对本次测试结果也无
需过于担心。此外，在本次测试中还发现，车内空气质量与异味
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大部分情况下气味小的车，车内空气质量优
于气味大的车，并且车辆行驶里程越大、下线时间越久，TVOC
值越低。

本报讯（记者韩雯）自今年3月1日起，“袭警罪”独立成罪，
这是首次对袭警单独设置法定刑，最高刑期由三年变七年，从法
律层面进一步构筑了保障民警依法履职的防线。然而，现实生
活中总有一些人视法律如儿戏，公然挑衅法律的权威。昨日从
市高院获悉，北辰法院刚刚审结辖区内首例袭警罪案件，被告人
获刑10个月。

据介绍，在接到狗吠扰民警情后，公安北辰分局青光派出所
指派民警刘某、辅警田某赶至现场出警。其间，被告人关某拒不
配合民警执行职务，持金属盆等物体砸打民警，并对民警及辅警
进行撕扯、抓挠。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关某暴力袭击正在依
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的行为，已构成袭警罪。公诉机关指控罪
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法院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
节、社会危害性等情况，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本报记者张雯婧

“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
道……”在南开区中心小学三年七班学生闻国仲的心中，一直铭
记着第一次上曲艺课时，老师的这些话语。对于4岁与曲艺结
缘，6岁开始学习京剧的他来说，“练功”成为过去几年中每一天
的“必修课”。“从小，老师就告诉我，台上的优秀表现需要的是在
台下付出的努力。我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做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9岁的闻国仲说。
“我觉得快板里的故事都特别好玩，节奏明快。”闻国仲从小

就喜欢曲艺，4岁开始跟随专业老师学习打快板。从那时起，无论
是酷暑还是严寒，楼道里、马路边，甚至是妈妈工作的小店里，都
成为他练功的地方。6岁时，已经多次获奖的他又喜欢上了京剧，
随后开始了每一天与唱念做打相伴的日子。别的孩子在看动画
片的时候，闻国仲看的却是各种京剧演出。家里的课外书很多也
都是有关京剧表演、京剧大师、京剧行当介绍等内容。

为了更好地学习京剧，他经常在暑假参加集训，每天都要练
上七八个小时。因为汗水把衣服浸湿，常常一天要换上几套衣
服。特别是在练习基本功时，有几次妈妈看到由于压腿压得太
疼，孩子的脸上汗珠直冒，但即使是这样，闻国仲却从未叫过苦
叫过疼，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

多年的努力与付出，让年纪不大的闻国仲捧回了一个又一
个奖杯。“我爱曲艺和京剧，它们都是中国的骄傲。未来，我会继
续努力，做一名自立自强的好少年。”闻国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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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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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2件。其中：滨海新区
2354件、和平区387件、河东区776件、河西区765件、南开区888
件、河北区605件、红桥区320件、东丽区676件、西青区808件、津
南区859件、北辰区946件、武清区794件、宝坻区876件、宁河区
591件、静海区900件、蓟州区654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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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狗扰民又暴力袭警
一男子获刑10个月

作为城市内主要交通工具，地铁列车究竟如何做好防疫工作？
轨道交通运营集团给予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