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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18时至11月1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0月31
日18时至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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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8时至11月1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归），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58例（中国籍3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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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籍1例），治
愈出院344例，在院14例（其中轻型2例，普通型12例）。

第35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由我市第369例新冠病毒
无症状感染者转归，昨日胸CT示右肺上、下叶钙化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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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18时至11月1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69例（境外输入364例），
尚在医学观察5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13例、
转为确诊病例51例。

截至11月1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6105人，尚有15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
悉，目前疫情形势日益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
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
及的相关人员应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10月15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石家
庄市深泽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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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人员共同隔离，不符合居家隔离条件实施集中隔
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

新增具有10月30日至31日途经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
士尼小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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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居家隔离
和11天居家医学观察。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涉及下述流行病学史：10月29日途
经江西省上饶市乘坐G1382次（上饶—上海）4、5、6号车厢，10
月30日途经上海市乘坐K287次（上海—南昌）8号车厢，均为感
染者轨迹重合人员，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集中隔离管理周期
结束时未满抵津14天者，继续实施居家隔离至抵津后14天。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疫情快报

京津冀三地同步启动试点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可“跨省通办”

第四届进博会即将开幕

我市967家企业机构参会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公安局
获悉，即日起，我市与北京市、河北省同步
启动京津冀地区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跨
省通办”试点。

据介绍，长期在津工作、学习、居住的
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
户籍人员，可在我市武清区试点窗口（天津
市公安局武清分局办证大厅）申请办理首

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在京冀工
作、学习、居住的我市武清区户籍人员，也
可在京冀试点窗口申请办理首次申领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

我市警方提醒，本次试点期间暂不能受
理试点地区以外户籍居民异地申报的首次申
领居民身份证业务，今后将随条件成熟逐步
拓展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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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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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0件。其中：滨海新区
2440件、和平区392件、河东区798件、河西区
791件、南开区907件、河北区626件、红桥区
327件、东丽区694件、西青区833件、津南区
884件、北辰区981件、武清区815件、宝坻区
892件、宁河区605件、静海区915件、蓟州区
6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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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冬）第四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将于本月5日至10日在上海
举行，记者从昨日市商务局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天津市交易团共有967家单
位、共2741人通过报名终审，与去年基本持
平。交易团主要由我市进口商、各类经销
商、跨境电商、医疗机构和大中院校等企业
和机构组成。其中，中小企业占比近七成，
比上一届有所提升。

进博会期间，我市将举办三场配套活动。
其中，中国（天津）汽车大流通创新发展论坛为
首次举办。此外，还将举办第十二届中国国际
肉类大会。和平区将参加人文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因线网规划调
整，昨起，202路、214路公交车延伸至国家会
展中心公交站。调整后，202路双向增设国
家会展中心地铁站、国家会展中心、国瑞路
地铁站、国家会展中心公交站。214路双向
增设天津大学新校东门、天津大学新校东北
门、国家会展中心地铁站、国家会展中心、国
瑞路地铁站、国家会展中心公交站。

两条公交线延至国家会展中心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作为市大数据管理中心信息公
开的统一窗口，市大数据管理中心门户网站昨日正式上线，
将全面、准确、及时地做好信息发布工作，接受社会监督，提
升政务公开的透明度和政务服务水平。

据介绍，市大数据管理中心门户网站共开设6个频道、
22个主要栏目，突出展现我市大数据成果亮点。其中，在
“动态联播”“政务公开”“党建廉政”频道下，公众可全面了
解市大数据管理中心相关情况，以及动态更新的国家和我
市发布的大数据相关政策。“发展应用”频道充分反映统筹
市级信息化建设运维和数据资源管理，推动政务数据资源
共享和公共数据资源开放的情况，图文并茂地介绍天津“城
市大脑”“津心办”“津治通”“天津‘健康码’”“互联网+监
管”“‘银发’智能服务”等重点应用平台在便民惠企、赋能城
市治理、推动智慧社会建设中的实践成果。“专题专栏”频道
则将专题梳理更新“世界智能大会”、天津“城市大脑”发布
等重大主题活动，及时反映在不同视角下天津大数据发展
取得的成绩。

河东公园菊展日前拉开帷幕，紫十八、天马、金红交辉等170多个品种，2000余盆菊花争奇斗艳，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观展拍照。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记者 岳付玉

日前，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市城管委、市
公安局及市内六区主管部门，在符合条件的
区域试点共享单车“定点取还”模式。乱停
乱放问题改善了吗？市民用户用车还车更
方便了还是更麻烦了？

手机开关锁 停车更自律

昨天上午，记者骑行市内常见的几款
共享单车发现，绝大多数车身不再是传统
车锁，而变身为轻便小盒子，即新型的分体
锁车型，开、关锁都在手机端“无接触”操
作，不再需要手动关锁。早上7时 30分左
右，在红旗南路地铁6号线站口，一位赶时
间的女生把车往P区停车位一放，转身就

向地铁口跑去。记者在一旁看到，她边跑
边在手机上操作“还车”。看得出，不再手
动关锁确实给赶时间或忘记关锁的“匆匆
一族”提供了便利。

分体锁共享单车需要定点换车、入栏结
算，用户在指定停车点外停车将无法完成落
锁，强制停车也会收取一定费用。在迎水道
一所私立中学门口，两位家长边停共享单车
边交流，一位说必须放P点不像以前那么随
意了，希望P点位置尽可能多一些，免得跑
远。另一位说，乱停乱放倒是少多了，市容
市貌确实有了一定提升。

定位更精准 管理更精细

记者采访相关主管部门获悉，天津老
款共享单车将全量置换为分体锁车型。几

家共享单车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市主管部
门的监督指导下，根据共享单车定点停放
区的设置与施划要求，已陆续完成首批新
旧车型置换工作，分体锁车型正式投放运
营。以某单车为例，升级后采用了“智能中
控+分体锁”技术，接入北斗地基增强网
后，车辆的定位由之前的10米级提升至亚
米级，实现了高精度电子围栏入栏结算。
工作人员表示，这样不仅能够准确追踪车
辆和运维位置、降低资产运营损失，还可以
结合运营管理平台分析城市潮汐规律，提
升运营效率，让车辆调度更加智能化，优化
城市车辆运营管理。

此前，共享单车的规范化已被列入城市
交通智慧化的一部分，希望最终能让市容更
整洁，让市民出行更方便。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确保蔬
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我市今起面向全市投放部分政
府储备菜。
据悉，政府储备菜主要通过全市华润、物美和食品集团

下属超市的部分连锁门店投放，各投放点都统一设置了“市
政府储备菜投放点”的标识，品种包括土豆、洋葱、冬瓜和娃
娃菜，投放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我市还将根据市场实际需
求和蔬菜市场运行情况，对投放工作适时调整，发挥储备菜
保供稳价作用。

共享单车“定点取用”成效几何？

确保蔬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政府储备菜今起投放

市大数据管理中心信息公开统一窗口

门户网站6个频道昨上线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你叫什么名字？”“大家好，我
叫小宝。”“垃圾分为哪几种？”“垃
圾主要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最近，和
平区劝业场街兆丰路社区光华巷
垃圾分类收集亭旁来了一位特殊
的嘉宾——垃圾分类机器人。

憨态可掬的机器人不仅拥有
大量的垃圾分类知识，还能唱歌、
跳舞，吸引来不少居民进行互动。
居民只需通过语音向机器人提问
垃圾分类相关问题，机器人就会回
答居民，并指引对应的垃圾箱桶，

解决垃圾分类难题。
“我第一次看到懂垃圾分类的机

器人。以前垃圾的种类我总是分不
清，这回与小机器人的互动让我印象
深刻。”通过和机器人的一问一答，居
民王文彩了解了不少垃圾分类知识。
这种创新的方式，让居民乐于参与到
垃圾分类中。

社区工作人员同时向居民发出
倡议，号召大家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以“小家”
带“大家”，通过影响一个家庭，带动
身边的亲朋好友，成为家庭、社区、社
会的垃圾分类的宣传者、践行者和监
督者。

垃圾分类机器人来啦
可与居民互动 解决垃圾分类难题

居民与小机器人互动，了解了垃圾分类知识。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为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昨日，天津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发布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号牌管
理的通告。
《通告》规定，对因雨雪天气、道路等

客观原因未能及时清洗车辆导致机动车
车身及其号牌被泥浆遮挡，或者载货汽车
装载货物存在影响车辆号牌识认的行为，
公安交管部门将责令当事人当场予以改
正；因车辆号牌老化、褪色等因素影响号
牌识认的，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故意污损
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予以罚款处罚并记
分；对通过加装防撞装置或利用备胎等遮
挡车辆号牌，使用油漆、泥土等物质覆盖
车辆号牌，以及车辆号牌变形、折断、油漆
脱落，影响号牌上汉字、字母或者数字识
认的，公安交管部门将按照故意遮挡、污
损机动车号牌违法行为予以罚款处罚并
记分。

交管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今起30个自
然日内，对于因上述情况导致车辆号牌被遮
挡或者识认不清的，应当及时改正或者申请
换领号牌，逾期未进行改正或者申请换领号
牌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法进行处罚。

机动车牌老化褪色快换新

下月起识认不清要挨罚

市场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