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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组团参加十七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

29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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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人民检察
院获悉，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赵国忠、王雨星
决定逮捕。

南开区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原党委书记赵国
忠（正处级）涉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挪用公
款一案，由南开区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
嫌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挪用公款罪对赵国
忠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南开区房屋建筑工程公司原党委书记王
雨星（正处级）涉嫌受贿一案，由南开区监察
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南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雨
星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第二届天津市“海
河英才”创业大赛海外人才赛总决赛日前举
办，122个优质海外创业项目经过9小时精彩
纷呈的路演展示和“线上+线下”答辩，共决
出特、一、二、三等奖45个。

海外人才赛启幕以来，吸引了565个海外
人才项目报名参赛，聚集创业精英1500余人，
其中海外人才900余人。市人社局留学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大赛奖项设置多、奖金资
助力度大。每个专业组均设一、二、三等奖各
1、3、5个，设大赛特等奖1个，特等奖总奖金高
达40万元。获奖团队还将优先推荐申报市级
“项目+团队”，获得专项投资、创业场地保障、
创业担保贷款和个人贷款、融资服务、配备人
才专员等一揽子政策支持。

本报讯（记者 万红）起吊、下降、旋转、着
箱……如今，在天津港要平稳连贯地完成这一
套空客飞机大部件卸船动作，平均每件的用时
仅为9.3分钟。昨天，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
到，日前，随着机身、尾翼等9件空客A320飞
机大部件在太平洋国际码头平稳卸船装车，天
津港集团成功创造了单航次接卸空客飞机大
部件件数最多的新纪录，接卸空客大部件向
“数量更多、速度更快、质量更高、服务更优”迈
进，以应天津总装空客飞机的需要。

天津港集团供图

“准备上车的乘客请戴好口罩，提前
打开健康码和接种码，大家排队上车。”15
日早高峰的长虹公园公交站，随着903路
公交车进站，华苑车队青年突击队队长安
欣赶忙上前疏导。

车门打开，安欣第一个上车对驾驶员
说：“陈林，今天我当乘务管理员，协助
你。”接过陈林递来的测温仪，她转身开始

验码、测温。
“我们发起的‘青年办实事，我当乘务

员’活动，有一半以上团员青年加入防疫队
伍，为中秋、国庆公交安全护航。”市公交集
团团委副书记周鹏介绍。

乘务管理员为公交防疫加上“双保险”，
而驾驶员本身就是流动防疫的第一道防线，陈
林还身兼监督员、消毒员和防疫宣传员数职。

测温查“双码”是标配 全力当好“守门人”
——本报记者多路实地探访津城各处“防疫一线”

公交 乘务管理员为防疫加上“双保险”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万红

王睿 马晓冬 胡萌伟

中秋、国庆两节将至，本报记
者多路实地探访津城人流密集、外
地客流进出繁忙的“防疫一线”点
位，“实拍”测温、“双码”查验等防
疫措施的执行情况。

“请出示健康码、接种码。”……15日，
天津站通莎客运站进站口处公告牌一角
挂着的扩音喇叭重复着防疫提示。

醒目的提示牌告知旅客戴口罩、测体
温等防疫须知，紧挨入口，站着一个体温
测量机器人。“体温正常。”每位旅客进站，
机器人都会响起提示音。

过了体温测量这道关，旅客还要向工
作人员出示“双码”。

“大爷，您有智能手机吗？我帮您办
健康码。”得知一位体温正常的旅客没有
智能手机，工作人员刘羿佟帮他做好追溯
登记。
“针对福建旅客，我们还查验行程卡，

并备案登记。”通莎客运站值班站长崔紫玉
介绍。

不让非绿码旅客出天津，对进津旅客，
客运站也把好疫情防控安全关。

长途客运 不让非绿码旅客出天津

昨天，当记者来到天津站南进站口
时，旅客们正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间
隔 1米有序等待进站。“您好，请准备好
健康码……”随着工作人员的声声提
示，旅客们边出示“双码”，边走过热成
像体温检测仪器。一旁，还有其他工作
人员对没带手机、手机无支付宝功能以
及无核酸阴性报告、疫苗接种证的旅客
进行登记……

天津站客运业务科业务指导朱海

笑说，根据我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
的现阶段疫情防控新措施，天津站、天
津西站等我市铁路各站加强值守，严
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要求。“比如，对
天津站、西站及所辖中间站所有进站
旅客严格实施双码联查；对中高风险
地区来津旅客，要求出示 48 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或者包含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的健康码‘绿码’，配合查验后方可
通行等。”

火车站 对进站旅客严格实施“双码联查”

机场 高频次消杀 入境航班保障人员集中管理
“请您间隔 1 米排队，准备好健康

码……”昨天，当记者来到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航站楼时，安检站反恐防暴队队员们
正在入口处组织旅客有序排队。

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的严格落实早
已融入牢牢守住津门空港防线的每一项
日常工作与服务之中。航站楼内，每个重
点区域都进行高频次消杀，工作人员全员
核酸检测、一线保障人员全部接种疫苗；

国内航班上，动态跟踪最新发布中高风险
地区，及时进行机位、通道、行李转盘等消
杀保障；入境航班方面，严格消毒国际航班
进港货物，对所有入境航班保障人员均实
行集中管理……正如昨天采访时机场航站
楼内显示屏上的数字：“严把防范疫情输入
第一道防线，这是一线战‘疫’的第602天，
我们已共同监管入境航班2762架次，监管
入境人员1904084人次。”

出租车 发现“红码”乘客可拒载并及时报告
打开车窗、车门通风，喷洒消杀……

昨天，当记者见到海河出租汽车公司驾驶
员张师傅时，他正在路边给车辆进行清
洁。没过多久，一位乘客走来，“您好，您
去哪？请出示健康码、戴好口罩，咱上车
就走。”张师傅爽快地打招呼。

张师傅说：“按照现阶段疫情防控的
新措施要求，我们都打了疫苗，加强了车
辆的消杀，注意戴好口罩，也会主动提醒

乘客出示‘双码’再上车。”“对各巡游出租
汽车企业、网约车平台公司及驾驶员，佩戴
口罩、强化消杀都已是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中的‘基本标配’。”市道路运输局相关负
责人说，驾驶员在运营中发现“红码”乘客
可拒载并及时向所属社区报告；在车上发
现异常情况应立即路边停靠，关紧车门车
窗，及时上报所属企业并拨打110电话，联
系辖区疾控部门处置。

商场 口罩、测温、验码三个“必备”
“健康码请出示一下。”昨天，记者来到和

平区南京路上的一家商场，入口处的工作人
员正在为顾客测温并查看健康码和接种码。
“您的健康码上没有金盾，得登记一

下。”记者在现场看到，在验码过程中，工作
人员发现两名顾客没有接种码，随后引导
两人在记录本上登记个人信息。

作为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商场和餐厅的
疫情防控格外关键，滨江道商业街集中了多家

大型百货和购物中心，每家商场的入口处都安
排了验码测温的工作人员，一些店铺还专门设
置了广播，提示口罩、测温、验码三个“必备”。

根据我市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商场、大
型连锁超市、便利店、菜市场、餐饮企业等
场所应实行“健康码”“接种码”双码联查，
并加强员工的健康监测，保持经营场所的
环境卫生，各区商务主管部门也会持续开
展督促检查，消除隐患。

新区景区、场馆 查验“三码”严防严控
“您好，请出示健康码、疫苗接种码、

行程码”“拒绝佩戴口罩者谢绝进入”……
在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天津海昌极地海洋
公园等景区检票口，工作人员仔细查验
着，并对游客进行体温检测，一旁的大喇
叭也在一遍遍播报疫情防控提醒。记者
注意到，游客们十分配合，都自觉佩戴好
口罩，提前打开手机“亮码”。

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加之

中秋、国庆两节临近，滨海新区各景区、文
化场馆制定了一系列疫情防控举措。

滨海新区文旅局传媒与市场管理室主
任王桂然表示：“目前，滨海新区景区、室内
场馆对所有进入人员查验健康码、疫苗接
种码，看行程码，景区实行预约、限流、网上
无接触购票，室内场馆做到空气流通、定期
消杀，每日组织自查各项防疫举措落实情
况并进行日反馈报告。”

施工工地 管理人员大门口值守
早上约9时，在由中国一冶承建的外环

线东北部调线与津蓟快速路立交工程的工
地大门外，京东快递员准备进场派送快递。
先向保安出示“双码”、测温，再来到项目管
理人员旁进行信息登记，全部程序按照规定
一一完成后，工地大门缓缓打开。

项目经理弓建春介绍，近期工地防疫
举措更加严格。“以前大门口只有保安值
守，现在项目管理人员也参与进来，实行

轮班制，保证大门口随时都有两名保安和
一名管理人员共同落实防疫要求。不仅如
此，我们还新购置了两台立式测温设备来
替换以往使用的测温枪，效率大大提高。”

弓建春表示，“眼下项目上的建设者一
共有250人左右，凡是新进务工人员都必
须提前3天向项目办公室报备，提供健康
码、疫苗接种证明、14天行程码、48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材料，缺一不可。”

天 津 站

严格落实进

站测温、“健

康码”“接种

码”双码联查

要求。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检察机关依法对

赵国忠、王雨星决定逮捕

本报广州电（记者 吴巧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
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下称中博会）和首届中小企业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9月16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我市派出由29家“专
精特新”企业与8家服务机构组成的代表团参会。昨天，记者
在广州市广交会展馆现场看到，我市参展企业与机构全部准
备就绪，情绪饱满准备迎接各方宾朋，抢抓市场商机。

我市代表团分成两组分别参加展会设立的“省区市展区”中
的“专精特新”展区和创新服务展区。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
主任杨在峰介绍，我市的29家参加“专精特新”展区的企业中，有
6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19家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家为单
项冠军企业；8家参加创新服务展区的服务机构中，有3家是国家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1家为市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这些参会的‘专精特新’企业主要来自智能制造及人工智
能、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食品及农产品等5大行业，参
会名单是通过各区推荐，优中选优而成的。”杨在峰说。

此次中博会选取了来自全国的20个“单项冠军”新品进行
专门推广，帮助这些新品迅速扩大知名度，提高企业市场影响
力。其中我市有2个新品入选，分别是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CLIS beta实验室全自动流水线整体解决方案、
天津包钢稀土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断热稀土涂层产品。“全
国20个新品中我市入选2个，代表团成员们都感到很自豪。”
市工信局工业中小企业服务发展处副处长杨晓明说。

《百姓问政》聚焦“我为群众办实事”

用心用情用力 纾民困解民忧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向深
入，需要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力纾民困、解民忧。今晚播出的《百
姓问政》节目围绕历史遗留产权证、供热改造等民生问题，邀请相
关部门负责人，直面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落实解决。

南开区保山道建材楼建成23年了，25户居民至今没有房产
证。居民也在“政民零距离”等平台反映，楼里没通天然气，居民
烧水做饭一直使用燃气罐或电磁炉。由于没有房产证，居民无
法在属地上户口，适龄孩子也无法在归属片区小学就近入学。

节目中，“建材楼”资产接收方天津津诚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人接受问政：“作为资产接收方，在解决群众房产证问
题上，应担起主体牵头责任。在回应群众诉求上，还存在着
‘推挡拖’的工作作风问题。作为主体牵头单位，要责无旁贷
切实加快问题的落实解决。”市规划资源局、南开区相关部门
也表示会主动跟进服务，形成合力解民忧。

南开区万兴街紫来花园小区B座居民反映，冬季暖气不够
热，小区三栋高层也只有B座还未进行供热管网的单户循环改
造。去年，供热服务单位进行了民意调查，同意改造的居民不
足90%，没有达到改造标准。今年，眼看着还有不到2个月又到
供热季了，改造还没动静，询问才得知，今年没做调查，想改造
只能等到明年停热后再进行调查了。节目中，南开区相关负责
人表示：“立刻成立工作专班，着手重新启动民意调查，根据群
众需求，推动改造工作，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医保局日前发布《关于落实第五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工作的通知》，明确我市自9月
20日起全面执行第五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第五批国家集
采）中选结果和各项配套政策，共计61种药品平均降价56%。

第五批国家集采涉及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消化道疾病等
常见病、慢性病用药，以及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重大疾病领
域用药共计61种药品，平均降价56%，将有效减轻患者用药负担。

全市公立医疗机构和军队医疗机构和自愿参与的医保
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零售药店将全面执行第五批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按照我市合同采购
量统计，预计每年可节约药品采购费用2.65亿元。

天津港集团刷新单航次
接卸空客飞机大部件纪录

9.3分钟接卸空客大部件

海河英才创业大赛

海外人才赛优胜决出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
心获悉，9月14日18时至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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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18时至9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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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例（中国籍297例、
菲律宾籍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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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籍1例），治愈出院317例，在院16例（其中
轻型5例、普通型11例）。

9月14日18时至9月15日18时，我市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
韩国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39例
（境外输入334例），尚在医学观察9例（均
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87例、转为确
诊病例43例。

第33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韩国首尔。该患者自韩国首尔乘
坐航班（KE805），于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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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9月14日新冠病毒核
酸、新冠病毒IgM抗体、IgG抗体检测结果
均为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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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第30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306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9月14日
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30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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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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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
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403人，尚有
16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9月14日18时至9月15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疫情快报

张黎明赴陕保电第十四届全运会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9月14日，“时代楷模”“改革先锋”、国
网天津电力滨海公司配电抢修班班长张黎明抵达陕西西安，随
国家电网公司总部工作组开展第十四届全运会保电工作督导。
随后，他将赶赴宝鸡，与先期抵达的天津电力保电支援小组会
合，共同为本届全运会宝鸡赛区安全可靠供电贡献津电力量。

张黎明随国家电网公司总部工作组，赴某750千伏变电
站，实地查看该站电网接线、负荷分布、供电容量及“一站一
案”保电方案，了解当前保电人员配置。

宝鸡市是除西安市外承接第十四届全运会和残特奥会比
赛最多地区，承接比赛场馆共7个。天津电力赴宝鸡支援小组
共9人，他们抵达宝鸡后第一时间对接属地供电公司，先后前
往水球馆、跳水馆等体育场馆和多个重点保电变电站勘察情
况，完成细化保电值守人员及应急抢修人员职责分工、协调应
急发电车联动、增配水球馆发电车等保电措施共21项。支援
小组还协助宝鸡保电应急中心系统化梳理保电工作预案，收集
整理专业文件68件，为保电工作提供有力信息支撑。

第五批国家集采中选结果将实施

61种药品平均降价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