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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18时至8月22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司法拍卖不是儿戏

一男子因恶意竞拍被罚款10万元

一周天气

今年暑假，我市在和平、河西、河北、河东、南开和红桥六个区域试点开展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
试点区域的托管工作效果如何？家长又是否满意？——

暑期托管托起快乐和安心

疫情快报

本周迎处暑闷热感减退

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进度提速
较原计划提前约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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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雯婧

2021年的暑假和往年有些不同。
为解决学生暑期“看护难”这个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按照中央“双减”工作
精神，今年暑假，从8月9日开始至8月20
日，我市在和平、河西、河北、河东、南开和红
桥六个区域试点开展小学生暑期托管服
务。现如今，暑期托管已经结束，试点区域
的托管工作效果如何？家长又是否满意？
“同学们，我们在包饺子的时候一定要

先捏紧中间，然后从边上开始捏褶……”
18日午休后，和平区万全小学的孩子们根
据不同的兴趣，来到“新时代创意市集”中，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包饺子、包粽子、缝
纫、烘焙，制作果盘、豆浆、煎饼果子、熟梨
糕，编织中国结，整理衣物……大家在笑声
中享受着劳动的乐趣。

同一时间，在天津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参加暑期托管的孩子们有的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观看红色电影，学唱红色歌曲，阅读红色
经典故事；有的正在“泥尚工作室”中近距离体
验泥人张彩塑艺术的魅力。“托管期间，我们开
放了学校图书馆、体育馆、音乐教室、泥尚工作
室等多功能教室；安排思政教育课程,并开展
了心理健康教育、美育、劳动实践课程等。”师大
附小党支部书记、校长刘芳介绍说。
据了解，今年暑假，我市试点区域共有

100多所小学开设了暑期托管服务。这些学
校在校内开展了符合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
拓展活动。包括开放教室、功能教室、图书
馆、阅览室、运动场地等；围绕党史学习教育
的年度主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利用学校内
外劳动教育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劳动教育
活动，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备基
本的劳动能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等。
学校开展托管服务，教师自然成为学生

们的“看护人”。为此，在托管启动前，各学校

都精心挑选了一批责任心强、有管理能力的
教师，在这个假期当起了孩子们的临时“妈
妈”。她们有特级教师，有学科带头人，也有
骨干班主任和党员教师，她们在学校的号召
下，自愿报名参加到暑期托管服务中。“我们
把参加托管的学生按年级分班，为每个班级
都专门安排了‘班主任’，确保其对托管学生
各方面情况都较为了解，方便师生沟通。”河
西区平山道小学校长韩洪涛表示。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园
活动，各试点区教育局统筹规划各类资源，积
极引进社会志愿服务。于是，在这个暑假，平
津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走进河东区第二中心小
学，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新蕾出
版社的编辑老师来到和平区劝业场小学带起
了“徒弟”；“西岸艺术团”在河西区的10所学
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进校园巡回演出活动；
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走进红桥区多所小学，“大
手拉小手”一起开展劳动实践教育、思政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这样的托管服务赢得了家长们的赞誉。

“学校托管真的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走访中，多
名受访家长表示。“我们是双职工家庭，没有老
人在身边，以前假期，孩子只能送到私人‘管托
管’，收费很高又不安全。现在，学校有了托管
服务，每天上班前把孩子送到学校，下班后再
把孩子接走，孩子在学校，我们家长是一百个
放心！”南开区中心小学家长刘伟说。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暑假，在试点六区开
设托管服务的同时，蓟州区教育局也主动加
入到这一行列中，面向城区直属小学一至五
年级学生开展托管服务。“我们优先保障外省
市随迁子女、单亲家庭子女、留守儿童、家庭
经济困难子女的托管，确保有需求的孩子都
能够参加托管。各学校通过‘托’加‘管’、
‘学’加‘玩’的方式，开设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蓟州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
花宜春表示。

昨天，南开区12至14岁人群新
冠疫苗第二针剂接种工作在南开大
学附属中学临时接种点启动。据了
解，本次接种新冠疫苗均为免费，按
照“应种尽种、知情自愿、安全有序”
的原则开展。

本报记者胡凌云
通讯员王英浩摄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实习生张宝禧）
连日来，武清区全面强化医疗保障工作，优
化接种服务，安全稳妥有序推进15至17周
岁青少年新冠疫苗第二针接种工作，进一
步织牢织密疫情防控保障网。截至8月17
日24时，15至17周岁青少年新冠疫苗第二

针已接种15877人。
同时，该区还根据学校的接种人群数

量，精心规划、提前制定应急预案，细化应
急措施，确保符合条件的学生应种尽种。
据了解，武清区15至17周岁青少年新冠疫
苗累计首针接种33937人。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今天，我市将迎
来处暑节气，尽管出伏后暑气余威犹存，但
在处暑节气之后，闷热感会逐渐减退。

受冷涡影响，本周初雷雨还将频繁出
没，特别是周一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周一夜间，还有雷阵雨转多云天气。周前
期，最高气温还保持在31℃到32℃，闷热
感持续。周中后期，津城天气以晴天和多
云为主，最高气温比周前期略降，维持在
30℃左右。

气象专家表示，处暑是反映气温变化
的一个节气。“处”含有躲藏、终止的意思，
“处暑”表示炎热暑天结束。进入处暑，我
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将逐渐下降。

本报讯（记者 韩雯）司法拍卖作为法院
处置被执行人财产的重要途径，具有司法权
威性和公信力。然而，在实践中，一些人抱着
“玩一玩”“试一试”的心态参拍，因拍非所需、
尾款资金不足等原因，导致最终悔拍，殊不
知，“随意拍”，将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昨天
从市高院获悉，一男子因恶意竞拍，被罚款
10万元。

近日，西青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了一
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被执行人天
津某电机有限公司拒不履行已生效的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拒绝支付工程款项和违约金，
故案件承办法官决定对被执行人名下的机器
设备依法进行司法拍卖。

经过一系列司法拍卖程序后，该机器设
备被成功拍卖，但尾款却迟迟没有缴纳，正当

执行法官查看拍卖结果，准备通知买受人缴
纳尾款时，却发现最终的竞拍价格竟然超乎
寻常地高。起拍价为40万元，买受人张某某
一人出价19次，并且在后期无人加价的情况
下，自己单次加价约53万元，最终以150余万
元的成交价格竞拍到该批机器设备。

多年的办案经验，让执行法官察觉到这
其中必有“猫腻”，遂与买受人取得了联系，在
询问何时缴纳尾款后，对方却回应：“当时就
是觉得好奇，不小心点错了，我不竞拍了。”根
据拍卖公告，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于成交后
7日内，将剩余价款交付人民法院指定账户，
但张某某在规定时间内未交纳剩余价款，法
院向其发出《限期缴款通知书》，要求其3日
内完成付款，并告知其悔拍将面临的风险，但
张某某在规定的时间内仍未交纳剩余价款。

因张某某的行为已经触犯《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一十条及《最高法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严重扰乱司法
拍卖秩序，可依法认定为恶意竞拍，于是，执
行法官决定对买受人张某某罚款10万元以
示惩戒。现罚款已缴纳完毕，司法拍卖程序
也已重新启动。

法官提醒，司法拍卖不是一般的淘宝购
物，也不同于商业拍卖，在参与司法拍卖前，
请务必详细了解相关规则，切忌盲目跟拍，更
不能恶意竞拍、悔拍。对于没有购买意愿，或
明知资金不足，无力支付拍卖款，仍与他人激
烈竞价、恶意抬高价格，阻止他人正常竞买，
妨碍法院执行的行为，法院可以根据情节严
重程度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记者从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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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自2019年除夕开工以来，目前全线
整体进度较原计划提前约6个月，预计能够创造34个月建成
一条地铁线的“天津地铁速度”，这在全国地铁建设行业也将
是一个新纪录。

据了解，能够实现这个建设地铁“新速度”，主要归功于三
个“新”：一是新模式，地铁6号线二期是天津地铁首次采用施
工总承包这一新型承发包模式组织建设的工程项目，主要工程
由一家综合实力较强的世界500强央企牵头承担；二是新平
台，天津地铁集团第三项目党支部创新搭建了互融互通的“大
党建”平台，与各属地政府、产权单位、周边居民等开展企地共
建合作；三是新举措，管理团队以党员先锋队为龙头，实现了多
项进度管控举措的创新，例如在工程前期阶段，结合现场特点，
将以往多项顺接的施工工序通过合理的场地布置和组织优化，
实现了多项工序并行从而缩短近3个月建设周期的目标；创新
应用门洞式支撑架体，最大范围减小车站主体结构施工与区间
隧道盾构施工的相互影响，为一年内实现隧道洞通打下坚实基
础；在土建、铺轨、设备安装等共同作业的交叉施工阶段，创新
建立了临时调度指挥中心，统一指挥、综合调度，在保证安全稳
定的前提下在“轨通”之前创新实现“电通”，为正式运营的电客
车上线调试提前了至少1个多月的时间。

京津冀消协发布床上用品比较试验结果

27件样品存在质量问题

本报讯（记者 韩雯）在民政部日前公
布的第七批被依法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名
单中，涉及天津的有2家，分别是全国职业
院校融媒体联盟、天津市津创文化交流中
心，民政部门提醒市民，如果发现名单中的
非法社会组织仍在开展活动，可依法向公
安机关报案。

近年来，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假借扶
贫、济困、救助突发事件等公益慈善名
义，通过公开募捐的方式从事非法集资
等违法犯罪活动，伤害了人民群众的爱
心，损害了慈善事业的声誉和形象。为
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取缔非
法社会组织势在必行。在净化社会组织
生态空间的同时，民政部门也提醒有关
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
作或参与其活动时，务必通过“中国社会
组织政务服务平台”（www.chinanpo.
gov.cn）、“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
（微信号：chinanpogov）核实其身份，避
免上当受骗；也呼吁社会各界通过“中国
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涉嫌非法
社会组织活动线索。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获悉，我市2021年全国成人高校招生
考试报名即将开始。报名时间为8月25
日至8月28日，届时考生可登录天津市教
育招生考试院“招考资讯网”（www.zha-
okao.net）进行网上报名。免试接受成人
本科教育的考生，也同期进行报名。

据介绍，成人高校招生分为三个层次，
分别是专科起点升本科、高中起点升本科
和高中起点升专科，报考高中起点升本科
的考生可兼报高中起点升专科。已完成报
名的考生不需再到报名现场审核点进行现
场确认。报考医学相关专业、申请加分照
顾、免试入学、网上审核未通过的报考者，
须于8月27日—8月30日携带相关证明
材料到自行选定的现场审核点进行现场审
核。10月20日起，考生可登录招考资讯
网打印准考证。全国统一考试将于10月
23日、24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万红）日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消费者
协会组织对市场销售的床上用品开展了商品比较试验。昨天，
京津冀消费者协会发布了该比较试验结果。经测试，本次比较
试验的100件样品中，24件样品产品使用说明存在问题，27件
样品内在质量存在问题，主要问题表现在纤维含量、pH值、断
裂强力、耐干摩擦色牢度、耐碱汗渍色牢度、耐光色牢度等方
面。需要提示的是，本次比较试验结果仅对购买样品负责。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较试验样品是从实体店及京东商城、
苏宁易购、天猫商城、拼多多、唯品会、小米有品等电商平台随
机购买的100件样品，包括床单、被罩、床品套件样品80件及
蚕丝被样品20件，基本覆盖了市场上销售的主流品牌。

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在纤维含量方面，100件样品中有
5件样品纤维含量明示与实测不符，主要体现在明示纤维名
称与实际所含纤维不符、明示成分含量与实际差距较大、纤维
名称不规范等方面。比如，商品名称为“四件套”的样品（标称
商标为“觉先生”，产品日期/批号/货号无，经销单位为“唯品
会/唯品会自营”，标称生产厂商名称为“南通文菲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销售单价（元）为“102”），其纤维含量，明示值为“水
洗真丝”，实测值为“聚酯纤维 100”。在pH值方面，100件样
品中有3件样品pH值超出国家标准要求范围。此外，100件
样品中还有20件样品衡量床品抵抗外力的能力的断裂强力
较差，3件样品色牢度指标较差。20件蚕丝被样品中有1件样
品，蚕丝被填充物质量偏差率超出标准要求范围，达到120%。

两家非法社会组织被取缔

成人高校招考25日报名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8月21日18
时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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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18时至8月22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1例，韩国籍，韩国输入；普通型1
例，马来西亚籍，货轮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14
例（中国籍2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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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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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
籍1例、马来西亚籍1例），治愈出院276例，在院38例（其中
轻型6例、普通型31例、重型1例）。

第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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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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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咳嗽、咳痰、流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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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马来西亚籍，该患者自
2021年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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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居船隔
离，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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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1日18时至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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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菲律宾输入1例、几内亚输入1
例），累计317例（境外输入312例），尚在医学观察28例（均为
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52例、转为确诊病例37例。

第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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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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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北辰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8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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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几内亚。该
患者自几内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AF382），于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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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东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入境第7天、第
14天两次新冠病毒血清抗体IgM、IgG检测结果均为阳性，8月
21日（入境第15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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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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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例无症状感染者、第2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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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5081人，尚有41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青少年第二针新冠疫苗接种启动

南港港铁物流铁路专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 万红）18日，天津南港
港铁物流铁路专用线正式开通，待货运开
通手续完善后将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我
市加快“公转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的重
要铁路线，将进一步优化港区铁路运输微
循环。

天津南港港铁物流铁路专用线项目是
我市重点建设项目，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南
部，天津经开区南港工业区港北路南侧，与
天津南港港区（天津港大港港区）毗邻，与
连接国家铁路网、南港工业区的重要铁路
线南港铁路接轨，是南港工业区自有铁路
线，到发总量800万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