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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欢乐中秋 尝团圆味道

9月20日18时至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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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9月20日18

时至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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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8时至9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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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例（中国籍
2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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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例，在院13例（其中
轻型3例、普通型10例）。

9月20日18时至9月2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法国输入），累计344例（境外输入339
例），尚在医学观察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91
例、转为确诊病例44例。

第34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法国里
昂。该患者自法国巴黎乘坐航班（CA934），于9月16日抵达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2020年11月法国
里昂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9月16日新
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结果为IgM阴性、IgG阳性，9月17日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转送至东丽区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9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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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9月2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5445人，尚有19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生态城“邂逅”5G+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爸妈，我在这边挺好的，今天下午休
息，晚上公司还有晚会呢！”在卡塔尔多
哈，中铁十八局集团卡塔尔公司绿洲酒店
项目的技术员焦一凡正在和家人通话。
作为去年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这是焦一

凡第一次在海外过中秋。
卡塔尔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

作伙伴，焦一凡所在的绿洲酒店项目正是
2022年卡塔尔多哈世界杯的配套工程。
“您好，我们是中铁十八局卡塔尔公司，

请问给您邮寄的中秋礼包收到了吗？感谢
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家里有什么困难请及

时跟我们联系……”中秋前夕，30多名在卡塔
尔坚守的中铁十八局职工家属陆续接到了公
司的慰问电话。与每一位海外员工家属通一
次电话，向每一位海外员工家属传达公司的慰
问关爱，这是卡塔尔公司开展员工家属关心关
爱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团圆，是相聚的幸福，是亲情的温润。而

在这些海外建设者的心中，“团圆”早已化为
一种坚守，坚守在建设“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的岗位上。

“一带一路”建设者的别样中秋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2021年全国博
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天津赛区暨第二届“海
河英才”创业大赛博士后创业创新赛项目
预赛日前举行。129个项目进入决赛，其
中，创新赛87个、创业赛42个。

本月底，市人社局将通过项目路演、现
场答辩等方式举行天津赛区决赛，遴选出的
优秀项目将代表我市参加2021年全国博士
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同时，市人社局为
本次参赛项目提供了20余项服务，不论项
目是否最终获奖，只要想在天津成就创新创
业梦想，都会给予基础版或加强版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樊晓慧）
为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中
秋佳节，按照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统一部
署，全市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勤务响应，全
力做好节日期间防风险、保安全、控疫情、
护稳定各项工作。据统计，9月19日至21
日15时，我市110接报刑事警情同比下降
49.7%，全市未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和公共
安全事故，各大旅游景区景点秩序井然，全
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本报讯（记者 韩雯）疫情尚未结束，切
莫“任性自由”。根据日前南开警方通报
的“一女子不戴口罩进超市还掌掴店员”
警情，我市警方再次提醒，疫情防控容不
得半点侥幸任性，每个人都是疫情防控的
参与者，是自己与他人生命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个人防护做得好，则利己利人；反
之，则贻害无穷，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据介绍，9月14日下午3时许，公安南
开分局鼓楼派出所接报警称，一家超市店

员因劝说顾客戴口罩被打。当民警赶赴现
场时，打人的顾客已经逃之夭夭。经调取监
控录像显示，一名女子未佩戴口罩欲进入超
市买水，店员提醒其佩戴口罩，女子拒不配
合防疫工作还掌掴店员。在截取了视频中
女子的图像后，民警通过研判分析、走访调
查，将打人女子王某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

起初，王某对其行为不以为然，认为是
小题大做。民警反复对其进行释法说理，讲
解疫情防控相关法律规定，王某终于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王
某依法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一千元。

公安南开分局鼓楼派出所副所长杨晓明
表示，疫情面前，任何“心大”的表现，都有可
能造成“破防”，让无数人的心血付之东流，让
城市付出巨大的代价。社会公众要以案为
鉴，在疫情防控期间，自觉遵守各项防疫规
定，积极配合防疫检查，为党和政府打赢这场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中秋假期，
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最高等级勤务，
每日设置岗位 1190 处，出动警力 2900
余名，重点加强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城
市主干道，以及繁华商业区、旅游景区
等出行热点地区的警力部署，全警出动
做好强降雨期间各项交通管理工作，保
障了节日期间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平稳
有序。

本报讯（记者 万红）日前，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
为促进交通运输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市交通运输委出台了《关
于严格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提
出了“十严格”要求，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记者在《规定》中看到，“十严格”是指严格规范制度建设，严
格执行自由裁量权，严格执法全过程记录，严格行政执法公示，严
格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严格行政执法程序，严格行政执法纪
律，严格执法人员培训，严格投诉举报办理，严格行政执法监督。

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要进一步完善执法
规范化配套制度，明确执法主体和执法权限，按照事前、
事中、事后主动公开原则，全面及时准确公开行政执法信
息，严格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

本报讯（记者 王睿）日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办的第四
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智慧城市专题赛在中新天津生
态城落下帷幕。最终，“全国首个基于5G边缘云的打私平台”
“生态城智慧城市全场景应用”等8个项目获得专题赛一等
奖，为5G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描绘出未来图景，也提
供了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和创新案例。

在专题赛颁奖典礼上，中新天津生态城与中移（雄安）产
业研究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6企2院
集中签约，借助生态城智慧城市建设基础，提升区域5G产业
链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助力智慧城市各项应用释放更大潜能。

借助此次专题赛，生态城将挖掘5G在惠民服务、生态规
划、智能设施、资源利用、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应用需求，推出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5G应用场景；同时探索5G技术与智慧城
市发展深度融合的新路径，营造产业氛围，吸引上下游企业、
人才向生态城聚集。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今年5月开业，4个月就挣了过去1年
的钱。”中秋假期第一天，蓟州区农家院“九
山元宿”主人董怀昆迎客时笑得合不拢嘴。
这天虽然下着细雨，但村里依然游客如织。

蓟州最北、最高的九山顶，深藏着一
个小山村——下营镇常州村，它是天津最

早发展起来的农家院旅游专业村，被蓟州
区列为“塞外第一村”。近来，用电不愁的
常州村开始打造全电民宿，这不仅守护了
绿水青山，还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以前村子几乎与世隔绝，后来区政府带

领村民利用村子得天独厚旅游资源大搞旅游
开发。”常州村书记董云鹏说，九山顶形成集
革命传统教育、旅游、休闲、野趣为一体的综

合旅游度假村，村里实现旅游收入近千万元。
乡村旅游崛起，催生山区配网升级，在区

政府主导下，国网天津蓟州公司迅速启动电
力改造计划，在常州村实施农村电缆入地和
电力升级改造工程。
“2018年以来，区委、区政府与国网天津

市电力公司紧密合作，全力推动蓟州电网实现
翻番式增长。”蓟州区副区长李健介绍，蓟州
220千伏变电站由2座增至4座，110千伏变电
站由9座增至14座，10千伏线路由206条增至
407条，蓟州电网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塞外第一村 中秋“电”最明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您好，请您出示北京健康宝”“办理退
票请左转”“乘车请直行”“请您带好口
罩”……中秋假期，来自天津铁道职业技术
学院的21名学生志愿者，奉献在北京南站
的爱心服务岗位上。昨天是中秋节，在这
个团圆的日子里，他们用自己的爱心和耐
心，生动诠释了青年志愿者的奉献与担当。

“奶奶，我们需要看一看您的健康宝。”
“小伙子，我没有健康宝，还能上车吗？”昨
天一早，在北京南站前广场值班的学生志
愿者李程遇到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年乘
客。看见老人左手拖着一个沉甸甸的编织
袋，右手挎着两个鼓囊囊的塑料兜，李程快
步迎上前去，接过老人手里的编织袋，告诉
老人进站需要出示“北京健康宝”。当得知
老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李程一步一步耐

心地教着老人如何申请健康宝。看到老人操
作成功后，李程一路把老人护送到了检票
口。分别之时，老人从塑料兜中摸出一块月
饼，硬塞进了李程的手里，“孩子，特别谢谢
你。今天过节，奶奶送你一块月饼。”“谢谢奶
奶，祝您节日快乐，路上注意安全。”转身离开
前，李程把月饼塞回到了老人袋子中。
中秋假期，像这样的温情故事几乎每天

都在上演。三天里，大家付出了很多艰辛，也
收获了很多“感动”。这个节日，虽然没能与
家人团聚，但他们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温暖
了旅客们回家的路……

用爱温暖旅客回家路

■ 本报记者 王音

中秋假期，有一群人依然在工作岗位
上奔波。他们就是每日不停走街串巷的
“外卖小哥”和“快递小哥”。近日，北辰区
璟悦府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开设了“先蜂
骑手红色加油站”，为风雨里不辞辛劳的

“小哥”们提供了温馨的港湾。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璟悦府社区“先蜂

骑手红色加油站”。远远就看见门口整齐地
停放着几辆颜色醒目的外卖电动车，三五名
身穿工作服的“外卖小哥”正在这里歇脚。
“虽然很多外卖员在这里的时间不长，只

是喝点水、休息一下就又开始忙碌了，但希望

他们能在这片刻休息时间里，感受到一份温
暖。天下雨，人来得就多，我们特意给每个外卖
员送了防水手机套。考虑到很多人中秋节不歇
班，我们举办了中秋主题活动，邀请外卖员和社
区志愿者一起做月饼，暖心过中秋。”北仓镇党
委副书记魏贺宇说。
这些“红色加油站”面积虽都不大，却帮

外卖员和快递员解决了“饮水难、吃饭难、休
息难、如厕难”的实际问题，搭建了一个有温
度的歇脚地。

“红色加油站”暖心过中秋节日期间安全祥和

道路交通秩序平稳

昨晚，在南翠屏公园的山顶，许多市

民前来赏月。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第四届“绽放杯”5G应用征集大赛落幕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要求做到“十严格”

■ 本报记者 李国惠 张雯婧

“同学们，中秋是什么？”“是月饼的香
甜”“是月亮的传说”……9月18日，在岳阳
道小学操场上，一、二年级部分融娃慧娃
欢聚一堂，在欢歌笑语中庆祝中秋佳节。
“投壶可是秦代就有的游戏了。”岳阳

道小学老师杜坤说，“今年中秋佳节，适逢

‘双减’政策落地，通过这个活动，在减轻
课业负担的同时，让融娃慧娃们感受中秋
文化的博大精深。”
岳阳道小学党总支副书记吴静说，在

“传承传统文化 践行校园文明”过程中，
岳小有许多好传统，今后，还将继续继承
和发扬下去，让文化之花、文明之花开满
校园每个角落。

在河东区信和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里，同样欢声笑语不断。
冰皮月饼粉、月饼馅、果蔬粉、月饼模

具……社区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材料分发给
大家，详细讲解制作步骤。“以前都是买月饼，今
年跟邻居一起做，不光多了过节味儿，也多了人
情味。”60多岁的社区居民刘继兰大娘说。
“一块月饼一片情。”社区党委书记闫新

秀说：“此次活动不仅让大家享受到亲自动手
的快乐，宣传了创建文明城区的理念，还传承
了中秋的团圆文化。”

一小一老 文明过节

昨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天津动物

园迎来大批游客。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不戴口罩进超市还掌掴店员

一女子拒不配合防疫工作被行拘15天

昨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

用爱和陪伴让记忆不褪色

■ 本报记者 韩雯

昨日是中秋节，也是第28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
市一家专门护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机构举办了一场“云直
播”活动，让更多人走进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用关爱和
理解抗击“遗忘”。
“延缓阿尔茨海默病有效的方法是唤醒患者的记忆，怎样

才可以找回遗失的记忆？我们为入住的老人打造了社会化的
生活场景——‘荷兰小镇’…… ”透过手机屏幕，跟随着社工
边走边看，一个温馨的家园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里，老人们可以使用虚拟货币在‘忘不了’便利店购买所

需物品，还能在‘忘不了’电影院看喜爱的老电影。如果没‘钱’了
怎么办呢？他们还可以去‘忘不了’花园一起动手整理、浇水、施
肥，或是在‘忘不了’咖啡厅动手制作手磨咖啡，更可以在‘忘不了’
餐厅制作美食，在各类动手活动中获得相应的货币。”社工刘颖介
绍，老人进入院舍，在“荷兰小镇”中，依然保持着社会参与感，从
“赚钱”到“消费”，锻炼他们的记忆、计算、语言、逻辑思维、手脑配合
能力，以一个“社会人”的身份在此生活，不再被当做一名“病人”。
“荷兰小镇”确实让老人不仅收获了快乐，病情也有不同程

度的改变。该机构负责人刘肆平举例说，78岁的王姨刚来时，
根本坐不住，有时脾气暴躁起来，还砸东西，社工在与老人聊天
时，经常听老人提及“summer”这个英文单词，从家人那得知，
“summer”是王姨的孙子，王姨将其一手带大，结合王姨的实际
情况，社工们为王姨买来了“娃娃”，每当抱着小“娃娃”，王姨如
同看见自己的小孙子，脸上挂满笑容，“现在，王姨能静静地坐下
来，和我们聊聊过去，子女也没想到王姨会有如此大的改变。”

王大爷喜欢唱卡拉OK、余阿姨爱吃雪糕、曾经留学过的吴
阿姨喜欢用面包机给大家做面包……在用药物治疗的同时，社
工们在想办法打开老人尘封的记忆，用爱和陪伴让记忆不褪色。

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天津赛区项目预赛举行

中秋假期，

我市各景区在

做好疫情防控

的基础上，迎来

了众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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