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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8月17日18时至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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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8时至8月18日18时，我
市新增9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
为境外输入，中国籍8例、韩国籍1例，其中
塞内加尔输入3例、韩国输入1例、货轮输
入5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04
例（中国籍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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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籍1
例），治愈出院270例，在院34例（其中轻型
4例、普通型28例、重型2例）。

第29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塞内加尔。该患者自塞内加
尔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8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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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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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CT示双肺上叶、右肺中叶、双肺下叶多发
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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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29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塞内加尔。该患者自塞内加
尔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8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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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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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CT示双肺上叶、右肺中叶、双肺下叶炎性
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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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

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29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塞内加尔。该患者自塞内加
尔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8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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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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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CT示双肺上叶、双肺下叶多发磨玻璃密度
影及索条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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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29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韩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韩国。该患者自韩国首尔乘
坐航班（KE805），于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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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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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CT示右肺下叶
斑片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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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 300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该患者自2021年3月9日从天津港
登船(银河轮)，途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地，于8月17日抵达天津港
N2泊位。当日，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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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CT示双肺
上叶及左肺下叶炎性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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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 301 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该患者自2021年3月9日从天津港

登船(银河轮)，途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新加坡等地，于8月17日抵达天津港N2泊
位。当日，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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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体温38.5℃；胸CT示
双肺上、下叶炎性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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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0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该患者自2021年3月9日从天津港登船(银
河轮)，途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地，于8月17日抵达天津港N2泊位。当日，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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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体温39℃；胸CT示右肺中叶及
双肺下叶炎性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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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0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该患者自2021年3月9日从天津港登船(银
河轮)，途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地，于8月17日抵达天津港N2泊位。当日，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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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CT示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索条及
实变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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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该患者自2021年3月9日从天津港登船(银
河轮)，途经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地，于8月17日抵达天津港N2泊位。当日，
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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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体温37.3℃；胸CT示双肺下叶
炎性病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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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
程实施闭环管理。

8月17日18时至8月18日18时，我市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
无症状感染者308例（境外输入303例），尚
在医学观察2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
观察243例、转为确诊病例36例。

第307例无症状感染者，韩国籍，近期居
住地为韩国。该患者自韩国首尔乘坐航班
（KE805），于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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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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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韩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韩国。该患者自韩国首尔
乘坐航班（KE805），于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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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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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第26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
出院标准，于8月18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
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2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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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
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4962人，尚有573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8月17日18时至8月18日18时

我市新增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
快报

市教育两委发布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不提倡高校学生家长陪同返校

《百姓问政》河西区聚焦百姓急事愁事

为群众办事要主动办马上办高效办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昨天，记者从我
市召开的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频调度
会上获悉，市教育两委制定印发《天津市
2021 年秋季学期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指
南》，要求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切实做好秋季
学期开学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广大师生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根据《工作指南》，我市中小学（含中
职）9月1日开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和
老年大学参照执行。高校遵循错峰、错时、
错区域原则，具体安排按照天津市高校外
地学生错峰返校日程执行。

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员工（含
外包服务从业人员）和中小学、幼儿园师生
员工（含外包服务从业人员）原则上应在开
学前14日以上返津，并进行连续14日的每

日体温监测及自我健康观察；至开学前在津
未满14日的人员，应在完成在津14日健康
监测后方可返校。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
学生应在居住地实施开学前连续14日每日
测量体温，进行自我健康观察。国内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地级市域内其他县（市、区、旗，
直辖市为所在区）的学生返校，须提供48小
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国内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县（市、区、旗，直辖市为所在区）及14
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师生员工（含外包服务
从业人员），暂不返校。所有师生员工返校前
应确保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根据要求，开学前，各学校要确保校内各种
学习、生活服务设施正常运行，做好食堂材料采
购，加强食品制售过程管理，生活垃圾做到分类
管理、日产日清，严格学生公寓管理，校内商铺正

常营业。实行配餐的学校要与配餐企业主动对
接，确保配餐企业能够正常提供配餐服务。同
时，确保相关教学人员、教辅人员、必需的后勤管
理服务人员能够安全按时到岗。根据学校规模、
师生数量，储备足够数量、符合要求的防疫物
资。开学前一周，各学校要全面开展一次爱国卫
生运动，对校园内环境进行清洁整治，消除卫生
死角，彻底清除各类病媒生物孳生环境。

此外，学校应引导师生在返校途中做好个
人防护，全程正确佩戴口罩；注意保持个人卫
生，减少接触交通工具的公共物品和部位，尽量
避免接触其他人员，提倡采用私家车方式返
校。按照“错时、错峰、错层次”原则，简化学生
注册流程，合理布局分区，避免人群聚集。不提
倡高校新生和其他高年级学生家长陪同学生返
校，家长或其他陪同人员一律不得进入校内。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设立在民
园体育场西南侧的中国移动5G基站开
通，这是天津移动开通的第一万个5G基
站。经过两年的快速发展和规模建设，目
前天津移动已实现天津地区5G网络连续
覆盖，5G建设速度和5G网络质量均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天津移动 5G用户突破
200万户。

据介绍，设立在民园体育场内的中国
移动5G基站可大幅提升用户上下行峰值
速率体验，经测试，现场实时上传速率达
240M+，下载速率峰值达3087M+。随着
我市大力推动5G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
展，近年来，天津移动也全面实施“5G+”计
划，全力建设全国一流的“双千兆”网络，已
实现城区的连续优质覆盖以及重点乡镇区
域的有效覆盖，并打造了海河观光带、五大
道、梅江会展中心、友谊路沿线等精品区域
的热点覆盖。随后，天津移动将力争在年
内建成1.2万个5G基站，并于第三季度末
实现我市5G网络全域覆盖，全力打造全
国一流5G城市和全国首批5G网络全域
覆盖城市。

本报讯（记者李国惠）老百姓最着急的事儿，应该是干部最
上心的事儿，为群众办实事儿，需要基层干部主动作为，为民解
忧。今晚播出《百姓问政》围绕着如何解决老百姓的“急事、愁
事”，考验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

河西区四季馨园小区房龄近20年，近些年屋顶漏雨的情况频
频发生，居民们从2020年雨季前就集中反映，但由于当时没有物业
公司，社区居委会要求先引进物业公司来解决问题，可从去年雨季
到今年雨季，居民们等来了物业公司，又要等业委会的组建，在等来
一场场大雨后，修房的事却还没启动。位于大营门街的孚德里小
区，社区空间有限，停车是个大难题。去年，街道相关负责人也曾专
为此事到小区调研，提出了缓解问题的三条建议，但一年多过去了，
三条建议没有一条得到落实，小区内部的车辆管理依旧混乱。

本期节目中，属地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来到现场，针对目前
这两件老百姓的“急事”和“愁事”，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河西区
副区长王晨在节目中表示，这些问题充分说明了社区街道工作
人员在主动工作方面，在解决问题的招法方面，在担当作为方面
出现了问题。为群众办事，要主动办、马上办、高效办，为了尽早
地解决问题，属地街道要做好牵头工作，区属职能部门要把前期
工作提早对接，以老百姓看得见的速度推进，让群众满意。

根据《工作指南》，我市中小学（含中职）9月1日开学，幼儿园、特殊教

育学校和老年大学参照执行。高校遵循错峰、错时、错区域原则，具体安

排按照天津市高校外地学生错峰返校日程执行。

天津移动第一万个
5G基站开通

昨天，由天津港保税区企业天津新港船舶重工有限公司为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改建的海洋科考
船“向阳红51”号成功交付，该船改装后全长74米、型宽10米、型深4.7米，定员50人，满载排水量
1200吨。作为海洋科考船，“向阳红51”号满足管辖海域海洋资源、环境综合调查需要，支持
1000米级水下遥控机器人（ROV）作业等地质调查作业。 本报记者王涛通讯员滕秋月摄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8月16日中午，
公交631路行驶到玉峰花园公交站时，驾
驶员腾辉在查验健康码时，发现一名乘客
持“橙码”且无法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
阴性报告。腾辉立即按照应急处置流程，
迅速从车辆后门有序疏散其他乘客，车辆
停止运营原地转为留观车。十几分钟后，
车队管理和民警到达现场，带离“橙码”乘
客。这是8月1日以来，公交车辆运营中
第21次查验出“非绿码”乘客。据了解，公
交“非绿码”乘客中，大多数为“伪异常”。

据了解，运营中如发现乘客健康码异
常，司乘人员需第一时间将公交车就地转

为留观车，及时联系属地公安、卫健、疾控部
门处理，并向上级领导汇报，同时注意安抚好
乘客情绪。在警务医务人员确认情况后，配
合做好疏散和处置工作。所属车队要对运营
车辆进行全面消杀处理，安排驾驶员、乘务管
理员到就近检测点进行核酸检测，等待核酸
检测结果期间要居家隔离待岗，待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后返岗运营。

市公交集团服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月发现的“非绿码”乘客中，有的是来自中高
风险地区，仍处于隔离期内私自外出乘车的，
而大部分是乘客错误填写健康码信息、定位
失误或没有及时更新，造成显示异常。也有

乘客出示“非绿码”却不愿主动出示48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而是等民警、卫健或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才肯提供，给正
常运营秩序造成一定影响。

市公交集团提示市民乘客，中高风险地
区来津人员一定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隔离期间请不要擅自外出，以免给自己和他
人出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同时，市民出门乘
车前要确认健康码信息和定位是否准确，有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非绿码”乘
客，要积极配合司乘人员主动出示检测报告，
以减小对公交运营影响；此外，乘公交车时需
主动出示健康码、接种码，配合测量体温。

公交半月查出21起“非绿码”
“非绿码”乘客中大多数为“伪异常”

海洋科考船
“向阳红51”号交付

符合条件可领失业补助金
每人每月400元 最长不超过6个月

本报讯（记者廖晨霞）市人社局日前发布通知，进一步做好
失业补助金发放有关工作。《通知》明确符合条件者可以申领失
业补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人员，可以申领失业补助金：2021年1
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领取失业保险金期满且仍未实现就业或灵
活就业的参保失业人员；2021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不符合
领取失业保险金条件的参保失业人员。

失业补助金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
领取失业补助金期间不享受失业保险金、代缴基本医疗（生育）保险
费、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等待遇，不核减失业保险参保缴费年限。

失业补助金实行按月申领发放。
失业人员可凭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向户籍地或常住地

的区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也可以通过天津人力社保手
机App申请。

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

完成130条船舶实船作业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作为全球首个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北区自动驾驶示范区自2021年1
月17日投入运营以来，截至目前共完成130条船舶实船作业，
累计接卸集装箱12.4万自然箱。作业效率持续提升，二季度作
业效率相比一季度提升7%，全自动作业效率达到33自然箱/小
时，半自动作业效率达到58自然箱/小时，单箱能耗下降20%，
综合运营成本下降10%，各项指标均居同行业领先水平。这是
记者从昨天市国资委党委举行的市级“两优一先”受表彰基层党
组织模范事迹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天津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技术部党支部书记彭晓光介
绍，7月份该自动驾驶示范区完成了整体系统版本的迭代升级，
进一步完善了智能解锁站、无人集卡、自动化岸桥的作业模式，
实现了每条集装箱装卸任务的转锁、箱型信息的快速配置，解决
了过去集卡与锁站交互异常等问题，同时提升了无人集卡与岸
桥的对位效率。未来，将进一步开拓北区整场自动化建设和整
场集卡智能调度系统，深入研究构建基于装卸的自动化集装箱
设备作业任务集成管理系统，以满足内外集卡同时作业需要。
与此同时，持续优化提升自动化作业示范区运行效能，推动单机
设备、操作系统与作业流程工艺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自动驾驶
示范区的整船处理能力。

我市完成延迟退休改革征求意见工作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为稳妥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改革，集思广益、凝聚共识，自7月25日起，我市就延迟退休
改革召开多场座谈会，广泛听取全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各类职工代表、不同行业企业以及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各类
用人单位代表意见。近日，集中征求意见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座谈会上，代表们普遍对国家的这项改革表示支持和拥
护，认为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从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
战略安排。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已经发生重
大变化，人均寿命提高，受教育年限增加，老龄化趋势加快，劳
动年龄人口下降，退休年龄总体偏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
社会发展，改革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同时，代表们认为退休
年龄改革要着眼于人口结构变化大趋势下一揽子政策措施的
协调推进，积极对完善改革配套措施建言献策，对完善就业政
策和就业援助体系、强化失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配套
措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希望能够以此次改革为契机，在育
婴、托幼、托老、教育等方面，进一步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
的人口服务体系，为改革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充分体现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

连日来，我市南开区2021年秋季征兵社会青年体检工作
稳步推进。百余名适龄优秀青年在医院参加体检，接受挑选。

本报记者胡凌云通讯员王英浩摄

秋季征兵稳步推进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8月16日，天津
电网首个智慧工地工程——腾讯I号110
千伏输变电工程送电，为腾讯IDC数据中
心项目提供可靠电力保障，进一步优化天
津滨海高新区电网结构。

腾讯IDC数据中心项目是推动天津
市新动能引育五年行动计划，大力引育的
重点战略性新兴新基建产业项目，建成后
将容纳30万台服务器，电力容量需求高达
165兆伏安，且可靠性要求更高。为此，国
网天津滨海公司在我市首次推出创新建设
模式，为项目建设量身定制一套最优供电
服务方案，由国网天津滨海公司与滨海高
新区管委会合作建设项目配套电网，给企
业直接使用，使企业获得电力路径最短、接
入成本最小。腾讯I号110千伏输变电工
程是天津电网首个数字化转型项目。

腾讯I号110千伏
输变电工程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