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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座全预制装配式桥梁——航海道匝道桥主体工程完工

建桥梁就像“搭积木”真牛！

8月23日18时至8月24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8月23日18时
至8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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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8时至8月24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轻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317例（中国籍283例、菲律宾籍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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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例，在院40例
（其中轻型6例、普通型34例）。

第31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316例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转归，因陆续出现咽痒、咳嗽、咳痰、发热等症状，最
高体温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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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8月23日18时至8月24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18例（境外输入313例），尚在医学
观察25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54例、转为确诊病
例39例。

截至8月2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15115人，尚有43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津企合作开展遥感卫星监测预警网络项目落地

“36天罡星群”举行挂牌仪式

本报讯（记者 韩雯 摄影 王倩）生活不止奔波和忙碌，
还有每天停靠港湾的幸福。昨日，团市委与中国银行天津
市分行联合举行“青年驿站”揭牌仪式，今后，依托中国银
行在津的各个营业网点，无论是快递小哥、外卖配送员，还
是网约车司机等，都可以到“青年驿站”歇歇脚、喝口水、充
充电。

在与建设银行天津市分行共建百家“青年驿站”的基础
上，团市委又与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牵手，让“青年驿站”遍
地开花。“青年驿站”还推出线上学习功能，让这些城市建设
的新力量可以随时随地获取“精神食粮”。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天津星通九恒科技有限公司
与其控股的星通九恒（海南）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在海南文昌
航天城举行“36天罡星群”挂牌仪式。这标志着基于低轨遥
感小卫星与地面物联网融合的“天—空—地”一体化的全国
范围自然灾害、城市应急监测预警服务系统项目成功落地。

作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成果转换示范平台，
天津星通九恒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自然
资源部地质环境监测工程技术创新中心等单位，合作开展基于
低轨遥感小卫星与地面物联网融合的“天—空—地”一体化全国
范围的自然灾害、城市应急监测预警服务系统的创建和运营。
该项目计划第一颗卫星将于2022年6月底发射并投入使用。在
2023年5月底前完成全部36颗卫星的发射组网。“36天罡星群”
是由配置了全色多光学、高光谱、SAR、激光多波束扫描等荷载
的卫星组成，在高分辨率光学航拍和激光雷达系统的配合下，发
挥低轨小卫星时相数据丰富、快速变轨实时更新能力强特点，与
大量地质调查数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地面传感器监测数据进
行大数据分析，形成“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风险管
控、应急救援网络系统。同时，“36天罡星群”也将配合应急管理
部的“天目网”遥感卫星监测预警系统，为我国灾害应急处理、防
灾减灾救灾、提供更及时更精确的遥感大数据服务。

■本报记者廖晨霞

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服务中心，甘
肃省平凉市崆峒古镇内广场、庄浪县石桥
村，甘南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广场……“津
城所至协作同甘”东西部协作产业节昨日
在四地、线上同步启动。记者探营发现，今
年的产业节上，云直播、线上培训、文旅微
综艺发挥创新效能，带动四地产业发展插
上“e”翅膀。
天津会场的京剧《穆桂英挂帅》、卓尼会

场的藏王鼓舞、庄浪会场的歌舞、崆峒会场
的崆峒武术……现场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
行的“云直播”方式，四地的实时影像同步切
换无缝对接。“这个视频现场切换的效果对
天津来说是没有问题，但对甘肃会场而言是

一个很大的技术挑战。从彩排和现场的效果
看来完全没有延迟，体现了我们的技术输出成
功了，从去年到今年确实带动了当地‘云会议’
的技术质量。”负责技术支持的京东科技集团
数字城市群天津区域总经理王亭亭介绍。

去年的电商产业节上，河西“授‘甘’以
渔”，通过线上线下电商直播大赛、上线直播
培训当地电商直播人才，带动当地农产品消
费。今年，培训升级为电商技能培训，“IP打
造与文创文旅营销实战专题”“平台商家运营
全攻略专题培训”“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全
揭秘专题”……在直播吸引“眼球经济”的基
础上推出的“新经济新农人”星火培训计划，
帮助当地农户把它做成长期的生意和电商事
业。同时推出的小程序通过扫码，可以观看
所有以往的影像资料和培训课件，实现了线

上“云培训”。
今年产业节最大的亮点是在文旅产业方

面实现了一个新的突破，通过直播平台推出
了明星代言人、旅游达人共同参与的生活体
验类文旅微综艺。“我们看到当地都有丰富的
人文资源和深厚的历史底蕴，值得深入挖掘，
这次我们通过文旅直播综艺的形式，对每一
个线路都有持续8个小时的试直播，让全国
各地的人们知道四地的美景美食。”河西区商
务局局长王英介绍，“河西区整合北方设计联
盟、京东科技等区内资源，在讲好文旅故事、
配套软硬件建设、民宿打造等方面做好文化
旅游IP的整体包装策划，我们还把区域公共
品牌及城市礼物IP设计大赛纳入产业节内
容，获奖的品牌设计包装方案将免费提供其
使用，为每一地打造一款‘城市礼物’。”

送销量、送技能、送资源、送设计，设计开
发的“津城所至”东西部协作小程序也正式上
线——今年的“津城所至 协作同甘”东西部
协作产业节把产业扶贫、消费扶贫、人才帮
扶，包括文旅宣传集合，全面升级并融合线
上，将为多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昨天，由中铁十
八局承建的我市首
座全预制装配式桥
梁——航海道匝道
桥主体工程全部完
工，计划于下月底通
车。相较于传统工
艺，全预制装配式桥
梁可提前把建桥所需
主梁、盖梁、桥墩和桥
台等“零件”，按尺寸
和标准在工厂做好后
运至施工现场，像“搭
积木”一样进行拼装，
有效提高施工效率，
节能环保。
航海道匝道桥

位于滨海新区，两条
新建匝道总长1.2公
里、桥梁面积约1.2万
平方米，建成后将完
善航海道桥功能，满
足周边居民经由航
海道进出小区的交
通需求。

本报记者张磊
通讯员徐辉摄

云直播线上培训升级产业帮扶 文旅微综艺赋能新发展

探营东西部协作产业节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为进一步加强
我市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工作，营造诚
实守信的建筑市场环境，近日，市住房城乡
建设委印发了《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自2021年10月1日起，在我市行政
区域内从事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建设活动的施工企业、工程监理企业和工
程造价咨询企业（以下简称建设工程企业）
进行信用评价，都适用该办法。
信用评价是通过天津市建筑市场信用

管理平台归集建设工程企业在我市的信用

信息后，进行的信用综合量化评分。信用平
台按照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发布的建设工程企
业信用评价标准对归集周期内的信用信息进
行自动评价，每日向社会公布得分和等级。

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主要包括企业基
本信息、市场经营信息、良好信用信息、不良
信用信息等四个方面内容。信用评价满分为
1000分，其中企业基本信息600分、市场经
营信息200分、良好信用信息200分，不良信
用信息为减分项。其中，不良信用信息是指
建设工程企业在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建设活动中发生质量安全事故和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等，受到国家和我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行政处罚、行政处理的信息，以及信用中国
（天津）平台推送的涉及建筑市场行为的其他
不良信用信息。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方面表示，市、区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以结合实际，依据我市
社会信用有关规定，在行政许可、招标投标、
日常监管、政策扶持、评优表彰等工作中应用
信用评价结果。在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中，建设单位应在评
标办法中设立资信评分，分值不超过10分。

《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10月施行

我市工程招投标将引用企业“信用分”

团市委与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共建“青年驿站”

打造停靠“新港湾”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摄影王倩）“残疾预防分为三级，重
点是一级预防，就是预防可能导致残疾的各种损伤或疾病，避
免发生原发性、先天性残疾……”8月24日上午，在第五个全国
残疾预防日到来之际，市残联联合市交通运输委、地铁3号线
轨道运营公司在天塔站举办了一场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
“宣讲之前，很多人都觉得残疾预防与自己生活相距甚

远，实则常见的脑血管病、骨关节病、交通事故等都有可能致
残，而且疾病突发后的及时康复至关重要，因此，每个人都应
掌握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预防能力，尤其是儿童、孕产妇、
老年人、高危职业从业者。”市残联康复部主任朱爱军说。

全国残疾预防日

守护健康提升残疾预防能力

针对北京同仁堂诉讼

天津同仁堂正式回应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日前，天津同仁堂在冲刺IPO途中，

遇到北京同仁堂状告侵权——北京同仁堂集团在官网发布声明
称，已正式对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对此，天津同
仁堂昨天正式作出回应。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声明中称，其前身可追
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
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
年，经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
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2006年，商务部认定天津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为首批“中华老字号”。2019年，国家工信部评定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天津同仁堂注册并使用的“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天津同仁堂声明：“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等均系合法取得，
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毋庸置疑。知识产权是天津同仁堂核心
利益所在，对于任何隐瞒、割裂历史事实，混淆视听，侵害天津同
仁堂权益的行为，天津同仁堂必将采取一切合法措施坚决捍卫
自身的合法权益。”

累了能歇脚 渴了能喝水 手机能充电

新区建成64个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本报讯（记者 王睿）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手机能充

电……滨海新区总工会推进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建设，为户外劳
动者提供“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急可如厕、累可歇脚、
伤可用药”的贴心服务，搭建温馨港湾。目前，滨海新区已建成
64个户外劳动者服务站，手机地图搜索“户外劳动者服务站”，
即可找到附近站点。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选址时考虑多重因素，临街靠路、标识明
显，方便找得到、进得来，力求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多便利。滨
海新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他们根据不同站点服务对象的
人数及职业特点，配备相关硬件设施，并且给予资金支持，提升
户外劳动者的服务保障水平。

在民航建工京津物流园仓储物流项目施工现场，由滨海新
区总工会、民航建工工会和民航建工第三总经理部工会共建的
“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民航建工幸福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撑
起了一把“遮阳伞”。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昨日获悉，来
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莱斯姆斯”号LNG
船携6.5万吨LNG（液化天然气）靠泊国家
管网集团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天津LNG）码头，这标志着天津LNG
本年度接卸量达302.2万吨，是历史同期
LNG接卸量最高纪录。年内，天津LNG
外输量还将持续增加，满足今冬明春华北
天然气保供需求。

自2020年 10月并入国家管网集团
后，天津LNG在国家管网集团、LNG分公
司的总体部署框架下，持续加快天然气产
供储销体系建设，增强基础设施保供能力，
目前正在建设的二期项目将在今年冬季保
供前完成3台浸没燃烧式气化器、3台高压
外输泵、配套工艺设施，以及17.6公里外
输管线的建设，进一步完善天津LNG接收
站的基础设施，提升气化外输能力，为“全
国一张网”，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的天然气管
线互联互通提供新设施、新通道。

天津LNG

年度接卸量超300万吨

本报讯（记者 陈璠）经过三个多月的
“悉心”照顾，我市首次人工繁育的反嘴鹬
昨天上午在汉沽长芦盐场鸟类临时救助站
成功放飞。

今年5月19日，我市护鸟志愿者巡护
到一片盐田湿地时，发现盐田涨水，部分反
嘴鹬鸟蛋被淹。志愿者联合市规划资源
局、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及时抢救出200
多颗鸟蛋。在市、区相关部门和长芦汉沽
盐场支持下，在合理控制温、湿度等各项技
术指标的情况下，经过人工孵化、精心喂养
和野化训练，这些反嘴鹬渐渐长大，已达到
野外放归标准。

此次，共放飞了40余只反嘴鹬。为了
准确、科学研究和掌握在天津沿海地区人
工首次繁育反嘴鹬的迁徙路径，研究水鸟
迁徙与保护的北京师范大学张正旺教授团
队专家为放飞的反嘴鹬制作了标准的环
志，佩戴了卫星追踪器。

据悉，这次我市成功完成人工繁育、野
外驯化及放飞反嘴鹬，基本达到了亲鸟自
然繁育的水平，创造了全国人工繁育反嘴
鹬并成功放归野外有记载数据的新纪录。

我市人工救助繁育

反嘴鹬成功放飞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中国
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
设）了解到，由中国铁设设计的天津中心城
区至静海市域（郊）铁路［以下简称津静市域
（郊）铁路］首开段环评报告顺利通过审查。

津静市域（郊）铁路工程位于西青区和
静海区，是静海区与中心城区间快速轨道
交通线路。首开段工程南起静海区国际医
学城站，经团泊西站等车站，终至西青区京
华路站，与地铁5号线衔接。线路全长
13.4公里，分别设国际医学城站、团泊西
站、精武镇站3座车站。津静市域（郊）铁
路首开段工程作为将团泊新城西区引入市
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网络，是天津中心城
区、西青辅城与团泊新城间快速联系的市
域快线，建成后将带动引领团泊新城及静
海区快速发展。

津静市域（郊）铁路

首开段通过环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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