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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18时至10月18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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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8时至10月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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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18时至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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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例，在院12例（其中轻型1例，普通型11例）。

10月17日18时至10月18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63例（境外输入358例），尚在医
学观察9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06例、转为确诊病
例48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33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339例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第3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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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
者15956人，尚有294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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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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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60件。其
中：滨海新区2422件、和平区392件、河东区794件、河西区
789件、南开区904件、河北区623件、红桥区326件、东丽区
690件、西青区830件、津南区882件、北辰区975件、武清区
812件、宝坻区890件、宁河区598件、静海区914件、蓟州区

6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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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晓冬

如何进一步减少工厂的碳排放？在数字化改造方
面能否获得政府的指导？企业融资方面有哪些支持政
策？在昨日召开的中欧企业联盟“走进天津”座谈会中，
十余位企业代表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多个领域的具
体问题。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继续加

大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同时支持企业提高清洁能源
的使用比例。”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具体措施。
“您提到的开展数字化的想法和我们的政策不谋而

合，我们可以到您的公司去，从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角度
具体对接，我们一起把这件事做出彩。”这是来自市工信局
的声音。

……
一项项实际诉求，对应一个个详细回复。在空中客车

中国公司事务及公共事务总裁张绚看来，这种面对面的交
流形式十分有效。“今天相关主管单位都在现场，我们提出
的问题和诉求传导链条非常短，能得到一个直接的反馈，

是非常好的一种形式。”她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这样交流
的机会和场合。

张绚表示，自落户天津以来，空中客车发展持续向
好，是天津发展的受益者。“我们非常看好天津未来的发
展，以及我们在其中共同发展的前景。”她介绍，在此前的
生产经营中，空客得到了天津的大力支持，本地团队工作
能力得到提升，为未来项目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空
客天津总装线会进一步提高生产能力，以应对后疫情时
代的市场需求。

同样深耕天津的还有雀巢公司，目前，其在津拥有3家
公司、2个生产基地，产品包含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植物基
产品和宠物食品等多个品类，近两年还在不断增加投资，
持续“加码”天津。

“天津一直在努力打造亲商、重商的环境，这样的营商环
境取得来之不易，对于今天的对话会，我的感受特别深。”雀巢
公司大中华区集团事务和可持续发展副总裁方军涛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雀巢在天津的发展十分顺利，我们更加看好
天津，扎根天津，把我们的业务做大做强。”

天津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军涛认为这给企业
带来了新的机遇：“我们要挖掘天津本身的消费潜力，利用这
里政策高地的优势，引入一些国外更先进、更具创新性的产
品，将天津作为一个辐射全国的中心。”

历时两个多小时的座谈会气氛热烈、干货满满。“今后，各
位企业家在生产经营中的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市商务局进行反
馈，我们将逐一梳理和研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全力做好
服务！”市商务局局长沈蕾的表态掷地有声。

与天津携手发展
——中欧企业联盟“走进天津”座谈会侧记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0
月17日，陕西省西安市新增报告2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
至10月18日11时，相关疫情已报告8例阳性感染者。为严防疫
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近期如无十分必要，
不要前往陕西省西安市、甘肃省嘉峪关市、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
纳旗等疫情重点地区旅行及出差。

第一，具有10月9日浦东机场、西安机场停留史和9月26日
以来甘肃省张掖市、9月28日以来甘肃省酒泉市、9月28日以来
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10月1日以来甘肃省嘉峪关市、10月
15日以来陕西省西安市、10月16日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
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
等报备，配合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健
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具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津及返
津人员，均须实施集中隔离。如隐瞒旅行史、使用非随身手机
（或非常用手机卡）出示行程卡、拒不报备或不配合，妨碍疫情防
控措施落实，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二，涉及下述流行病学史：10月9日航班CA1216次（上海
浦东—西安）、MU9649次（西安—张掖）、甘肃省张掖市张掖宾
馆；10月10日甘肃省张掖市平山湖大峡谷、七彩丹霞景区；10月
11日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胡杨林、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怪
树林景区、黑城弱水胡杨风景区、额济纳旗阳光小区大漠驿站民
宿；10月12日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居延海景区、一道桥胡
杨林景区；10月13日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道桥胡杨林景
区、额济纳旗人民医院；10月14日甘肃省嘉峪关市嘉峪关关城
景区；10月15日甘肃省嘉峪关市中医医院、嘉峪关机场、航班
MU2165（嘉峪关—西安）、火车K42（敦煌—北京）9号车厢、陕
西省西安市唐隆国际酒店；10月16日陕西省西安市第八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大雁塔北广场、大慈恩寺及西安美术馆（曲江新
区），均为感染者轨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

第三，广大市民应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
不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配合做好公共场所测温、验码，做到
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为不放松。符合接种条件的，应主动到
辖区接种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共筑人群免疫屏障。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

近期如无必要

不前往西安等地

本报讯（记者 曲晴）今年以来，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明
显改善，“晒蓝天”“亮明月”已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习惯，
大家纷纷晒出津城美，晒出蓝天幸福感。

昨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今年1至9月，全市
PM2.5浓度37微克/立方米，平均浓度首次步入“30档”，同比
改善22.9%；5至9月连续达到“30以下”，O3浓度170微克/
立方米，同比下降11.9%；全市优良天数192天、同比增加18
天，重污染天5天、同比减少5天，再次刷新空气质量国家标
准修订以来的历史最好记录。

这抹“天津蓝”亮眼的背后，离不开有利气象条件的加
持，更离不开大气污染防治的不断探索和长效谋划。据了

解，今年以来，我市10台燃煤锅炉完成改燃并网整合，加快
推动全市保留的75台燃煤锅炉改燃并网，将自备煤电机组
并网改燃纳入“双碳”关键目标和重点任务提早启动。有
序组织开展粗钢产能压减工作，天钢联合特钢、天钢集团
转炉废钢投入比例分别超过30%和20%，大幅优于行业平
均水平，荣程钢铁加快实施“5G+智慧工厂”，并实现全市首
个氢能运输示范应用场景。淘汰老旧车4.6万辆，新增新能
源汽车5.3万辆。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处长王文美介绍说：“今
年全市750家涉挥发性有机物（VOCs）低效设施企业已
经完成一轮提升改造，并持续开展治理效果复核。并

且正在组织对挥发性有机液体储罐、装卸、敞开液面、泄
露检测与修复、废气收集、废气旁路、治理设施、加油站、
非正常工况、产品VOCs含量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治
理。我们还对石油化学、制药、橡胶制品等典型行业在全
面调研帮扶的基础上，指导企业针对存在问题制定提升
改造方案。”

据介绍，我市持续开展道路扫保和“以克论净”考核。运
用卫星遥感和全市600多套高架视频设备监控10个涉农区露
天焚烧火点，前3季度发现火点数同比下降61.1%。组织对全
市重点行业企业深入实施绩效分级管理，通过科学调整分级
等次，助力企业不断提升环境环境水平。

PM2.5平均浓度首次降至“30档”
我市前三季度优良天数192天，同比增加18天 重污染天5天，同比减少5天

本报讯（记者 张璐）第六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天津）信
创产业赛现场赛昨天在滨海高新区召开。此次赛事聚焦
信创领域关键技术创新，通过企业出题、能者破题、揭榜比
拼机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促进创新团队与
企业需求高效、精准匹配对接，将助推天津信创产业高质
量发展。

在现场赛比拼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15个创新挑战团
队对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麒麟软件有限公司、天地伟
业技术有限公司、深之蓝海翼科技有限公司、天津鲲鹏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等5家信创领域优势企业提出的5项技术需
求进行了激烈角逐，通过现场交流、路演及答辩，呈现了赛题
解决方案。

经过激烈角逐，湖南编译科技有限公司、山西长城科
技信息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 IST-Lab
研究团队、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水空通信团队、湖南先
度科技有限公司获得一等奖。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与
河北工业大学团队、深之蓝海翼科技有限公司与天津中
德应用技术大学水空通信团队对接成功并签订意向合作
协议。

据介绍，赛事自8月正式启动以来，市科技局累计对接走
访企业100余家，挖掘企业创新需求110余项，吸引了国内信
创领域优势技术团队与企业深度交流，征集技术解决方案
150余项。

企业出题 能者破题

中国创新挑战赛（天津）信创产业赛现场赛召开

本报讯（记者 陈璠）10月14日至18日，第105届
全国糖酒交易会场外交易分会场“品饮汇”精品饮料主
题展，在天津空港经济区举行。作为场外交易分会场，
“品饮汇”强势发力，打造全新体验高端饮料精品酒店
展，500余家知名品牌携全渠道、全品类、全明星产品阵
容亮相。

在连续几日的展会中，“品饮汇”日均客流量达8000人
次左右，为参展商拓展了区域销售渠道，满足了客商高效交
易、精准对接的需求，充分体现了糖酒会产销对接功能。截
至昨日，“品饮汇”现场交易额超过5000万元。

为保障“品饮汇”的顺利举行，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
在全力做好展览酒店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在场馆外安排了一辆消防车随时待命，场馆内重点
部署了3组小分队，确保涉展会场所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为避免拥堵，在酒店周边提前布置出300个空余车位；展
会现场还特别准备了一台“食品快检车”，保障展会食品
安全，及时做好会场及周边垃圾清运工作。

糖酒会场外交易分会场

“品饮汇”交易超5000万元

上图 昨天，来津参加糖酒会的近200位厂商

和经销商代表，乘马车、听相声，感受津城发展。

本报记者 钱进 孙立伟 通讯员 蒋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