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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18时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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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0月13
日18时至10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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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18时至10月14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国籍1例、缅甸籍1例，新加坡输
入1例、无症状转归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53
例（中国籍311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克兰籍4
例、波兰籍3例、印度籍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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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籍1例），治愈出院337例，在院16例（其
中轻型2例、普通型14例）。

第35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新
加坡。该患者自新加坡乘坐航班（TR138），于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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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东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当日海关实验室回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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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左肺上叶及双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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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5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第359例新冠病毒无
症状感染者（缅甸籍，“马士基杭州”轮输入），昨日出现发热
症状，最高体温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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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3日18时至10月14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
无症状感染者（均为中国籍，均为菲律宾输入），累计报告无
症状感染者361例（境外输入356例），尚在医学观察9例（均
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04例、转为确诊病例48例。

第36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
宾。该患者自菲律宾乘坐航班（PR314），于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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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0月14日海关实验室回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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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菲律
宾。该患者自菲律宾乘坐航班（PR314），于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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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西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0月14日海关实验室回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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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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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0月14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
查密切接触者15891人，尚有275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疫情快报

培训机构能否继续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活动？

可以！但须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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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10月14日，我市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
众信访举报件13540件。其中：滨海新区2421
件、和平区392件、河东区793件、河西区788件、
南开区903件、河北区622件、红桥区326件、东丽
区688件、西青区830件、津南区876件、北辰区
974件、武清区812件、宝坻区889件、宁河区597
件、静海区912件、蓟州区663件、海河教育园区
36件，市水务局6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
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
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
情况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
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天下午，一场
主题为“颂党恩 话家国 贺重阳 ”——
“我们的节日·重阳”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在和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

活动在离退休老同志的宣讲声中拉
开了帷幕，他们给来自和平区各学校的学
生代表讲授了一堂充满特色的“重阳党史
课堂”。在参观了和平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后，活动表演环节在和平区庆祝建党百
年主题MV《百年星火 红心向党》中开始。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挖井人”……当
音乐响起，大家不由自主跟着哼唱了起来。
一段发自肺腑的《重阳献词》，作为送给天下
老者的节日礼物；一幕舞台剧《信仰之光》，
展示了当代少年对80多年前旧中国苦难生
活的理解；一首铿锵有力的诗朗诵《气满乾
坤 梦舞神州》则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
展望。现场，孩子们给老人带来了精心准
备的节目。活动现场洋溢着老少同乐的喜
悦。活动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
合唱中落下帷幕。

和平区

老少同堂贺重阳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慈轩）昨
日从市慈善协会获悉，目前，市慈善协会以
“关爱相伴重阳 助力共同富裕”为主题、组织
的“九九重阳·慈善助老”活动，为本市老年人
送去了温暖与欢乐。重阳节期间，市慈善协
会组织三支慰问小组，走进100名热心公益的
慈善老人和慈善之家，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的祝
福；我市500名低保、低收入困难老人收到了市
慈善协会精心准备的健康食品礼盒；曾为国家
发展建设作出过贡献的260名低保、低收入退
休老人，收到了保险公司提供的“意外保险”。
此外，在各区民政局、区慈善协会通力组织下，
多家热心公益的医院深入社区，为广大老年人
提供义诊服务，宣传健康保健知识。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双减”之后，学科
类校外培训机构是否可以继续面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类培训？近日，市教
委、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委联合下发《通
知》，明确提出，我市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可以选择依规登记

为非营利性机构，继续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培训活动。

据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我市依法
设立、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类培
训的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且有意向继续从
事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活
动的，须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民办非企
业法人）。自愿重新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民
办非企业法人）后，需保证现有培训学生和教

职工权益不减损，教育教学质量不下降。
“即日起，营利性机构应暂停面向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招生及收费行
为。非营利性机构登记工作截止日期为
2021年12月31日。超过时限，仍未完成登
记工作的，将按照国家‘双减’政策规定，终
止其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资格。”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既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展学科

类培训，也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或普通高
中学生开展校外培训的营利性机构，若继续
开展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其法人类型登记参照营利性机构登记为非营
利性机构的流程执行，并在办学许可证的办
学内容栏和副本备注栏中载明相应信息；若不
再开展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
须向原审批机关申请变更办学内容，剥离面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业务。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10月14日，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明办主办的“文明实践我来啦”故事汇活动，在滨海文
化中心举行，其间，与会嘉宾还共同为滨海新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基地授牌。

活动以情景表演《“墙根党课”志愿服务》开场，讲述
了寨上街小有名气的志愿服务项目“墙根党课”，志愿者
用老百姓听得懂、易吸收的“大白话”，推进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自从2018年‘墙根故事会’开展后，几乎每天都有，送

孩子上学回来的老人，下楼运动的居民，早就习以为常了。”
接受记者采访时，寨上街朝阳花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冯国娟笑着说，截至目前，“墙根党课”已开展各类专题
150余期，受益人群达到6000余人，百姓认可度、参与度越来
越高。“今后，社区还将积极延伸建设百姓大舞台——新时
代文明实践广场，推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
局，不断扩大‘墙根党课’的集群效应。”冯国娟说。

此外，快板《杭州道街延安里文明实践站新变化》将
党建引领、共同缔造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相结合，成
为凝聚人心、关心群众、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的主阵地；京
东大鼓《滨海新区我的家乡》，用刚柔并济的风格唱腔和
写意传神的表演诉说对滨城的情怀……一场场表演、一
段段讲述、一首首曲艺，展现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中涌现的感人事迹、生动案例和鲜活经验，以及文
明实践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典型做法，党员和志愿者队
伍发挥的突出作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品牌项目。

据悉，作为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区之一，
近两年，滨海新区巧做“加法”，着力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
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让文明实践之花
开遍每一寸土地。前不久，滨海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赶大
集”工作案例还入选《全国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方
法100例》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天津优秀案例集》，有效推动
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走深走实。此外，滨海新区还创新活
动形式，根据疫情特点，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优势，推
出“文明实践线上行”品牌活动，浏览量超100万人次。

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在滨海科技馆、塘沽街道馨苑社
区、古林街道官港一社区、太平镇崔庄村（滨海古枣园）和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设分会场，开展“致敬建党百年沉
浸式科学巡游”“微实事广场”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滨海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让文明实践之花开遍每一寸土地
“文明实践我来啦”故事汇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人民
检察院获悉，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任彭三，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中小银
行机构监管部原主任郭鸿被依法逮捕。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原党委书记、主任彭三（正局级）涉
嫌受贿一案，由市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市人民检察院
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彭三作出
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农村
中小银行机构监管部原主任郭鸿（正局
级）涉嫌受贿一案，由市监察委员会调查
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郭鸿
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本报记者 孟若冰

昨天是九九重阳节，今年过节，年近
古稀的李奶奶心境与前两年大不相同，用
她的话说就是“之前伤心又寒心，今年心
里踏实多了”。

李奶奶的老伴儿于2018年1月19日去
世，两位老人只有一个领养的女儿。2019
年11月26日养女也去世了。养女生前的房
屋以公证遗嘱方式指定其丈夫一人继

承。李奶奶从此再无依靠。
李奶奶患有多种疾病，而且被评定为

三级伤残，每月养老金除去支付医药费用
外所剩无几。她与女婿协商希望对养女
房产以法定继承方式分割遗产，遭到拒绝
后，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败诉后，又向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三中院民
一庭认为，当事人对公证遗嘱效力予以确

认，然而，老人年近古稀，且身患残疾尚有问
医之忧，念及养母女之间的感情，其女婿应适
当给予老人一些经济安慰。基于此，二审酌
情判决女婿给予李奶奶生活帮助款10万元。

这是家事审判中一件十分典型的老年人
权益保护案例。在案件审理中，兼顾法、理、
情，恰当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
了法律的“刻度”和“温度”。

一场八年如一日的理发之约
■本报记者 李国惠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天津河北
区枫叶正红老年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走进
河北区民政托老所，为这里的老人们理发剪
发，8年来从未间断。

托老所一楼特护房间的老人，基本属
于常年卧床、行动不便的，为他们剪发没点

“基本功”可不行。志愿者张秀云，率先动
剪子，在其他志愿者的配合下，一个个新形
象“新鲜出炉”。作为一位二级听力障碍残
疾人，每理完一个人的头发，张秀云都会累
得大汗淋漓。年近七旬的河北区敬老爱亲
五好楷模曲民藩，十年如一日侍奉双亲，二

老去世后，他就把这种爱心继续奉献给托老
所的老人们。

枫叶正红老年志愿服务队队长孔令智
介绍，即使在去年疫情防控最紧张的时候，志
愿者们也都做好严格防护措施，没有耽误让
老人们“顶上生辉”。

一件权益保护案体现法律温度

■本报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杨天宇

昨天是重阳节。在蓟州区罗庄子镇
杨家峪村，一大早，小广场的两侧就晾晒
满了五颜六色的被子。

作为杨家峪村的传统，每年重阳节前
后，村里的儿媳妇都会将公婆的被子拿到
村里的广场中晒一晒、比一比，看谁家的

被子更柔软、更美观，以此来展现对老人的
孝心。今年已是第十三届“晒被子”活动，村
里不仅安排了精彩的演出节目，还为每名老
人准备了精致的蛋糕。

村里为“晒被子”制定了详细的评比规
则，通过对整洁度、柔顺度、舒适度、美观度
等几个方面打分，最终评选出干净整洁奖、
柔软舒适奖、温暖贴心奖、美观悦目奖等四
个奖项进行表彰。

72岁的老人张祥喜悦溢于言表：“晒被
子，晒出了孝心，从被子到饮食，再到日常护
理，孩子们对家里的老人都非常照顾，特别
孝顺，我们老人的晚年生活很幸福！”

蓟州区

晒被子“晒”出孝心

市慈善协会

关爱相伴慈善助老

天津滨海机场

登机前的一封家书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包涵 刘

奇）昨天，天津滨海机场在2号航站楼开展
了“经津乐道·爱在重阳”主题活动，开展
互动体验。在2号航站楼出发大厅重阳节
主题背景板前，“一封家书”活动悄然开
启。现场有不少旅客免费领取了信封、信
纸、明信片，为家人写下心中的话。在值
机、登机区，身披“爱老敬老服务示范岗”
绶带的特殊旅客服务团队为老年旅客提
供“一对一”值机、登机服务，并为60岁以上
单独出行老人的行李箱上拴挂特殊标识，
保证行李后装先卸，方便他们到达目的站
后能够尽早提取。

昨日，和平区劝业场街道举行“九九耄耋日 重阳庆金婚”主题活动，来自社区的9

对金婚夫妇通过一起再走红地毯、分享家风故事、文艺演出等形式，共庆佳节。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昨天，天津联通在南马路创新体验中

心举办了“银发无忧 智慧助老”主题活动，

让老人在重阳节之际亲身体验数字化创新

成果，感受智慧生活的魅力。

本报记者 万红 张磊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今天，新的一股强
冷空气袭来。昨天19时5分，市气象台发布入秋
以来首个寒潮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5日至17日，
我市气温逐步下降，降温幅度可达8℃到10℃。
15日下午至夜间，有偏北风5到6级，阵风可达7
到8级，周六最高气温将下降到13℃。17日早
晨，中心城区最低气温将降至4℃左右，北部地
区降至0℃到1℃，其他地区降至2℃到3℃。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市交
通运输委了解到，为给市民营造安全便捷有
序的出行环境，进一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加快推进我市网约车合规化进程，日
前，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组织
开展了网约车领域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

行动。市民可通过拨打12345便民服务专
线、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或登录
12328微信小程序、北方网“政民零距离”等
方式，对无证网约车投诉举报，也可在工作
时间前往下车地点所属区的交通运输执法
部门进行投诉。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昨日，生态环境部
在云南省昆明市举行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大会生态文明论坛开幕式上，向第五批国家
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授牌，宝坻区榜上有名。

近年来，宝坻区积极开展跨区域联防联
控联建，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河北
省玉田县、香河市、三河市签订了《宝玉香三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框架协议》，与
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唐山市签订《通宝唐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机制框架协议》，多
次召开联席会议，明确工作目标，实现工作
同步，促进了该区生态环境改善，潮白河水
质由劣V类提升至IV类。

宝坻区大力修建乡村公路，全面实现客
车“村村通”，完成了656个村的饮水提质增效
工程，356个村庄成为美丽村庄。同时，宝坻
区持续加强污染防治，整治“散乱污”企业
1816家。河湖水域全面“挂长”，建成潮白河
国家湿地公园，新增城市绿地67万平方米，植
树造林27万亩，全区林木绿化率达到35.6%。

网约车违法违规 市民可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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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5858961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0注
101注
1443注
69491注

1187525注
11293252注

6782803元
22064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896904658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73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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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765780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315注
1120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宝坻区获授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和平支队
河西支队
河东支队
河北支队
南开支队
红桥支队
东丽支队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133号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133号
天津市河东区大桥道和进里36号
天津市河北区志成路222号
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天发科技园5号楼
天津市河北区志成路222号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路1号

津南支队
西青支队
北辰支队
武清支队
滨海支队
静海支队
宁河支队
宝坻支队
蓟州支队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红旗路与南环路交口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中联产业园7号楼
天津市北辰区京津公路快速辅路与双江道交口东南
天津市武清区京津公路与大刘庄支路交会处东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国泰大厦A座15楼安阳道
天津市静海区津德路51号
天津市宁河区津榆支路92号
天津市宝坻区津围公路19号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西大街196号

附：各区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地址：

检察机关依法

对彭三、郭鸿决定逮捕

入秋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发布

志愿服务

司法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