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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课后服务“菜单”出炉

“课上+课后”促进体美劳“三提升”

前8个月外贸进出口同比增13.7%

9月23日18时至9月24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9月23
日18时至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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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18时至9月24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
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中国籍，津巴布韦输入），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38例（中国籍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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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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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例，在院13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11例）。

第33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
津巴布韦。该患者自津巴布韦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
（CA934），于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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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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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间断发热，体温37.5℃，偶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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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3日18时至9月24日18时，我市新增3例无症
状感染者，其中1例为船员，拉脱维亚籍，“赛特”轮输入；
2例为中国籍，分别由刚果（金）和冈比亚输入。累计报
告无症状感染者348例（境外输入343例），尚在医学观察
13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291例、转为确诊病
例44例。

第346例无症状感染者，拉脱维亚籍，该患者2个月
前于韩国丽水港登船后，乘坐“赛特”轮（NAVIGATOR
CETO，IMO号UN9704532），于9月22日入境天津港孚
宝码头，入境时体温正常，申报无异常。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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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刚果
（金）。该患者自刚果（金）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
（AF382），于9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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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青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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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冈比
亚。该患者自冈比亚至法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9
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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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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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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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 通讯员 周燕军）据天津海关统
计，今年1月至8月，我市外贸进出口总值为5514.2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13.7%，较2019年同期增长15.1%。其中，出
口2397.6亿元，增长20.3%；进口3116.6亿元，增长9.1%。

数据显示，前8个月，我市主要外贸主体进出口保持
两位数增长，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855.1亿元，增
长14.1%，占全市外贸进出口总值的51.8%；民营企业进
出口2066.4亿元，增长14.1%，占比37.5%。

从贸易方式看，1月至8月，我市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16.7%，增速居前，占比达57.8%，较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
分点，拉动全市外贸进出口增长9.4个百分点。除此之外，
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15.6%，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长3.9%。

我市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良好增长势头，
前 8个月，对欧盟、东盟、美国、韩国进出口分别增长
32.6%、4.1%、17.3%和14.6%。同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增长6.9%；对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国家增长4%。

在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达1460.1亿元，占全市出
口总值的60.9%；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家具、服装及衣着附
件、塑料制品等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此外，医药材及药品出
口增长118%，继续保持高位。进口方面，机电产品继续保
持增长，其中进口飞机74架，价值273.3亿元，增长217%；
航空器零部件进口增长4.8%。医药材及药品、铁矿砂、基
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等进口也有明显增长。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为丰富中小学课
后服务活动内容，拓展活动形式，近日，市教
委组织编制《中小学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
动菜单》。“各区教育局、各校可以结合实际，
创新开展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动，构建
‘课上+课后’相互衔接、有效拓展的良好教
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市
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记者梳理后发现，在“劳动教育”菜单
下，市教委共推荐编织等13大模块的劳动技
艺，具体包括制作简单壁挂、装饰画；制作各
类型图案的窗花；包饺子、番茄炒蛋等近40
个项目。“体育”菜单，则按照小学到高中的
不同年级，推荐了运送水果、翻山越岭等34
个游戏项目。“美育”菜单，分为表演和美术
两个大类，具体包括小演唱会、故事大王、翰
林院、藏书票园地等10个项目。“学校可根据
不同学段、不同年级的实际情况，由学校和
教师自行调整。”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教委近日还下发了《关于做好我市中
小学校秋冬季学期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
动的通知》。根据相关要求，各区教育局、各
校要全面优化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资源配
置，配足配齐活动设备器材及场地，为开展
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动提供硬件保障。
各区教育局、各校要多渠道拓展课后服务体
美劳教育活动参与人员队伍，建立完善的校
外人员聘用制度，探索建立校外体美劳教育
兼职教师资源库，鼓励体坛名宿、文化名家、
非遗传人、劳动模范等走进校园发挥榜样引
领作用。深化志愿服务，建立社区志愿服务
队、高校志愿服务队、家长志愿服务队等，作
为学校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动的有力支

撑。同时，各区教育局将统筹规划各类资源
与需求，加强与区体育局、区文化局、区科协
等有关部门沟通与协调，争取资金、人员、设
施等各类资源支持与保障，利用体育场
（馆）、艺术馆、劳动教育基地等社会资源，拓

展学生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动空间。鼓
励建立学校课后服务体美劳教育活动特色
联盟，全面推动校际资源共享。

各区教育局还将积极发挥教研部门作用，
紧紧围绕学生体质健康、美育修养、劳动技能

“三提升”，根据学生年龄特点、学段要求和学校
实际，深入推进项目式、情境式和沉浸式等活动
模式创新。充分利用天津市基础教育资源公共
服务平台，向各校推介文体活动、书法教育、劳
动教育等素质拓展课程和精品网络课程资源。

本报讯 昨天，由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
励计划推出的中国脆性骨折高风险患者管
理专题项目——“骨力计划”在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启动。

该项目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
究所、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
会专家组联合主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
局、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办公室、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健康管理与健康服务工
作委员会等单位参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
京协和医院、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等20余家
医疗机构的相关科室成为了“骨力计划”第
一批试点示范建设单位。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天津车驰港口
检验中心在天津港保税区启动运营。这是全
国首家平行进口汽车港口检验中心，可为消费
者提供外观、漆面、发动机舱等8大项59小项
平行进口汽车检验，形成“一码溯源”，让消费
者在购车前了解车辆真实状况，购得安心。

汽车国际贸易是天津港保税区特色优
势产业，聚集了进口、零售、仓储物流、报关
报检、金融服务、汽车整备、中介服务等500
余家产业链相关企业。同时，汽车检测线、
汽车实验室、车务服务站也相继在区内落
成，进一步完善了区域配套服务功能。

作为保税区平行进口汽车产业联盟秘书
长单位，天津车驰通过与多家汽车电商平台
合作，解决平行进口汽车售前售后服务问
题。此次天津车驰港口检验中心启动运营
后，将为消费者提供8大项检验服务，包括外
观、随车物品、发动机舱检查，以及车内、灯
光、底盘检验和漆面、电脑检测，让消费者了
解车辆的车型、年款、公里数、配置等信息，同
时，还将为消费者提供车辆境外历史记录、生
产厂商车辆信息等3个海外认证的系统查询
服务，车辆是否合法进口、手续是否齐全、车
辆信息是否与商家宣传一致，都可一目了然。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天津大学北
洋园校区献血方舱正式投入使用。这是
国内首个坐落于高校内的献血方舱，将极
大方便高校师生无偿献血。

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献血方舱总面
积40余平方米，采用航天材料制作，保温
性能好，舱内有中央空调循环系统、可调
节沙发和无线网络，内部合理划分为登记
区、快检区、等待区、采血区等4个功能区，
可满足4人同时采血。

据悉，我市每天需要约600人无偿献
血才能基本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市血液
中心计划明年将献血方舱扩充到3个，增
加献血屋1个，全市献血点将达到36个，以
更大限度满足市民献血需求。

全国首家平行进口汽车港口检验中心在津启动

买平行进口车可“一码溯源”

日前，教研员在河北区78中学深入了解学校落实“双减”工作的措施及难点，听取学生个性化诉求，并指导协助教师开发优化课后服务

内容。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本报讯（记者 韩雯）“全国社会保障卡统
一升级电子版，请于某月某号前打开某网址
在线办理”“您好，您的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
审核，请于某月某日前打开点击某网站在线
办理，过时将被注销账户”……连日来，“全
国社保卡升级”的短信让不少人陷入骗子的
圈套。我市警方提醒，个人社保卡最近没有
关于升级的政策，即便有关于办理社保卡等
相关操作，社保部门也不会通过短信链接这
一方式开展，如果有社保相关问题，市民一
定要拨打社保12333官方服务热线咨询。

据介绍，一报案人自称收到来自“社保
中心”的短信，称其社保账户未上传电子审
核，需要点击链接在线办理，过时将被注销
账户。报案人按要求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

号、验证码后，被骗9999元。
相同遭遇还发生在林先生身上，相同的

短信内容，在点击链接后，手机界面显示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随后，林先生点击“在线办理”，并按照
提示登录，填写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
息。系统提示需要及时办理新版电子社保
卡，并需要进行“支付宝认证身份信息”。于
是，林先生又填写了支付宝账号、密码，结果
接到连续4次被扣款4990元、共计19960元
的短信通知，才得知被骗。

骗子是如何将钱转走的？我市反诈民
警介绍，验证码是金融机构在用户进行诸
如修改密码、转账等操作时，向用户预留手
机号码发送的一次性密码，没有验证码无

法进行其他操作。而要想获取验证码，犯
罪分子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向目标手机发送
木马病毒。
“陌生手机号码发来的短信链接千万不

要点击！”反诈民警表示，骗子一般在手机短
信木马病毒链接前加上一句话，诱导你点开
网址链接，诸如“某某官方系统需要升级”
“聚餐照片”“老同学照片”等，或以各种折扣
优惠为诱饵，让接收方在不知不觉中随手点
开病毒链接，植入木马病毒。这种恶意程序
会优先运行，能盗取手机上一切跟账号、密
码有关的资料，因此只要接收到陌生手机号
码发来的短信链接，切记不要点开，要马上
删除。如果不小心点了，则要紧急挂失手机
上的支付宝、股票等涉及财产的账户。

我市发布《实施方案》

推动北运河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市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领导小组印发《天津市北运河适宜河段旅游通航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统筹水资源、旅游资
源以及现状跨河桥梁等条件，计划重点实施津冀交界
木厂闸—武清区蒙村橡胶坝段、武清区南蔡村橡胶
坝—筐儿港水利枢纽段、中心城区桃花堤景区—大悲院
码头段3个旅游通航区，总长约31.4公里，到2025年北运
河基本实现正常来水年份全线有水。

据了解，《实施方案》主要任务包括改造碍航桥梁8
座，开展航道选线、航道整治、配套辅助设施建设；新建
木厂闸船闸，改造北运河北洋桥橡胶坝及船闸；新改建
码头工程7处；开通津沽文化体验游线、运河生态休闲体
验游线、运河津冀文化融合游线等主题旅游航线；多水
源联合调度，保障通航水量等。同时，因地制宜实现分
时、分段、分区域旅游通航，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弘扬
大运河文化，营造大运河良好生态环境。目前，武清区
正积极开展通航前期的相关准备工作，其中北运河大桥
抬升工程项目正在紧张施工，预计今年11月建成。

全国社保卡升级？诈骗！
警方提醒：别点陌生短信链接 有问题打官方热线

市一中心医院启动“骨力计划”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随着最后一
块顶板混凝土浇筑完成，由中铁上海局承建
的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土建2标郎园站
主体结构历时165天顺利封顶，成为全线首
个封顶的车站。

郎园站为地下二层车站，位于九园公路
与京津公路交叉口，沿京津公路南北向敷
设。车站长314米，包含3个出入口。

国内首个

高校献血方舱投用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2021天津
国际酒店用品及餐饮博览会、2021中国国际
餐饮产业博览会在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来自
咖啡饮品、烘焙甜点、餐饮食材、餐饮设备、
智慧餐饮解决方案等领域的300余家企业参
展，这也是该展会首次在津举办，将持续至
本月26日。作为展会重点活动之一，天津国
际咖啡美食文化节集结了来自全国多地的
奶、咖啡、茶品牌，观众可以一站式“打卡”。

本次展会以京津冀为中心，重点拓展长
江以北区域市场，同期还将举办10多场餐饮
专业论坛和8场赛事，多方面展现疫情防控
常态化形势下餐饮业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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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李翰春）昨
日，记者从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为更好地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天津滨海机场开通了长途客
运站网络售票服务。旅客可通过携程网、智行
网、去哪儿网等多个网络平台自助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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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日，在中国联通
5G行业应用创新高峰论坛上，中国联通发布
了“5G车路协同服务平台”，并在津建立首个
“5G+车联网应用示范基地”，全力促进科技

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围绕5G车联网车路协
同技术深入合作。

据介绍，“5G+车联网应用示范基地”将
借助中国联通集团构建贯通“产研学用”各环

节的5G车路协同应用及产业服务平台，提升
5G技术创新发展能力。“5G车路协同服务平
台”则具备多场景应用创新能力，可通过5G+
MEC+V2X融合，实现“人、车、路、网、边、云”
协同发展，打造端对端的全出行服务体系。

此外，在论坛上，天津联通还分别与东丽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管委会、天津大学、中汽研（天津）汽车工程
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推进天津智能交通以及智慧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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