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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18时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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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
日18时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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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日18时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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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例，在院13例（其中
轻型2例，普通型11例）。

11月1日18时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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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34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
出院标准，于11月1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

截至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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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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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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
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10月18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辛
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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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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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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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积极主动到辖区
接种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降低自身感染和发病风险，
共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 本报记者 余强

从农业农村部得知，9月下旬以来，受
灾害性天气、生产成本、疫情防控等因素
叠加影响，部分地区和部分蔬菜品种价格
明显上涨。

10月29日，农业农村部下发通知，对抓
好秋冬蔬菜生产进行安排，保证市场均衡
供应。近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做好今冬
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
作的通知》，部署各地保障今冬明春广大
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切实做好
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昨起，为确保蔬菜市
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我市面向全市投
放政府储备菜。

在河西区利民道菜市场记者看到，蔬
菜供应十分充足、品种丰富。商户刘先生

介绍：“前些天部分蔬菜价格确实高，菠菜卖
到12元一斤，现在才5元，可降了不少！”“对
呀，前两天吃打卤面都舍不得买菠菜当菜
码，今天便宜了，我多买点儿。”市民张大爷
笑着说。
“茴香4.5元一斤，我买两斤回家包饺

子。上个月卖到一斤10元，现在便宜了一半
多。”在南开区庆丰路菜市场，陈女士告诉记
者。“这两天白菜也便宜了，多买几棵存着，
慢慢吃。”苏先生说。据记者在王顶堤蔬菜
批发市场了解，白菜、土豆、胡萝卜等秋冬季
家庭常备菜价格也有回落。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1月1日“农产品批
发价格200指数”为128.26，比上周五下降
0.91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
为131.53，比上周五下降1.09个点。11月1
日，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的46

个品种中，与上周五相比，价格升幅前五名
的是冬瓜、花鲢鱼、葱头、韭菜和南瓜，幅度
分别为4.1%、3.3%、3.2%、2.0%和1.6%；价格
降幅前五名的是菠菜、油菜、西葫芦、菜花和
黄瓜，幅度分别为11.1%、10.2%、10.1%、9.5%
和8.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在田蔬
菜面积1亿亩左右，随着短期冲击性、季节性
影响退去，前期受灾地区的蔬菜生产恢复，市
场有效供应量将逐步增加。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朱小良昨日表
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地生活物资货源充
足，供应完全有保障。商务部专门印发了通
知，目的在于督促各地严格落实“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加强货源组织，
畅通产销衔接，提前采购耐储蔬菜，与基地签
订蔬菜供货协议。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昨天一早，迎水道上的物美超市就
迎来了众多前来采购的市民，与平时
不同的是，蔬菜销售区域挂起了“天津
市人民政府储备菜投放点”的红色横
幅——从11月2日起，土豆、洋葱、冬瓜
和娃娃菜四类政府储备菜通过物美、华
润和食品集团下属超市的部分门店投
放市场。
“我喜欢买土豆，放得住，这个价格很

实惠，孩子和我都爱吃，今天就打算做这
个菜了。”见到记者时，市民李女士正在往
购物车里放土豆，每斤0.99元的价格吸引
了不少顾客选购。

同样来逛超市的段女士正好赶上储
备菜的投放，她对记者说：“平时我经常去
批发市场买菜，现在家门口也能买到便宜
的蔬菜了，感觉挺好的。”

记者了解到，本次投放的土豆主要
产自河北省的张北县和承德市，此外，门
店内的储备菜还有甘肃省的洋葱、河北
省唐山市的冬瓜和天津本地的娃娃菜，
三种菜的单价分别为每斤0.99元、1.3元
和1.98元。
“所有投放网点都是统一零售价，

大约比市场价低20%至50%。”市商务局
市场运行处副处长刘希涛介绍，土豆、
洋葱、冬瓜都具备耐储的特点，也是老
百姓餐桌上的常见菜，同时增加了娃娃
菜这种细菜，在投放首日，共有200余吨
蔬菜被运往各个门店。为保障冬季市
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超市方面做足
了准备。

物美天津公司总经理李国辉告诉记
者，目前，全市共有近20家物美大卖场投
放了政府储备菜，除此之外，超市储备的
大白菜和大葱等也在近期投向市场，例
如，0.88元一斤的大白菜十分受顾客欢
迎。“每年的10月中下旬到12月，我们都
会投放冬储菜，品种也很丰富，后续还有
萝卜、红薯等10多种，价格稳定，保障老
百姓的‘菜篮子’。”他介绍。
“目前是北方产区和南方产区蔬菜交

替的时间点，我们在积极拓展外部货源、
发挥龙头企业稳定价格作用的基础上，又
投放了储备菜，这样可以增加供应，引导
价格，平稳地度过蔬菜产地的交接期。”刘
希涛表示，本轮投放持续至11月14日，目
前共准备了4000吨蔬菜。在此期间，市商
务局将实时监控市场销售情况，适时进行
调整。

本报讯（记者 张立平 陈忠权）秋色渐
浓，正是候鸟越冬迁徙的季节，有着“鸟类大
熊猫”之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近
日飞临我市。据宁河区林业部门观测的数
据显示，目前，已有1000余只东方白鹳在我
市域内清河农场、七里海湿地周边落脚。按
照去年的规模，在未来一周内，东方白鹳的
数量可能会继续增加，它们将在此停歇觅
食，为继续南飞做准备。

作为候鸟南迁路上的重要“驿站”，每年
春秋季节，我市都会迎来大批候鸟。随着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我市几大湿地成了鸟的天
堂。近10年来，七里海湿地鸟的种类由182
种增加到258种，数量由20万至30万只增
加到40万至50万只。国家一、二级保护鸟
类，由20多种增加到50种。特别是今年春

天，东方白鹳来了4000多只，另外，我市还
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琵鹭 1000 多
只、天鹅600多只，白枕鹤、灰鹤各数百只。
如今，在七里海筑巢繁衍的夏候鸟由20多
种增加到30种，震旦鸦雀、文须雀、中华攀
雀等全球性近危物种曾消失10多年，如今
又现身七里海。

宁河区对七里海湿地修复保护力度逐
年加大，七里海湿地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与提升，水清岸绿，食物链更加完整。根据
鸟类生活习性，保护区内新建、改建了20处
大小鸟岛100个，岛上建有“岛中湖”，吸引大
量候鸟筑巢繁衍。通过科学控制水位，营造
了1.5万亩浅水区和1万亩深水区，为不同类
型鸟儿觅食提供便利。

连日来，很多候鸟飞至七里海湿地的

浅滩、鸟岛上进行觅食和栖息。为此，湿
地管委会根据不同候鸟的栖息、觅食习性，
提前降低水位，预留浅滩，放流鱼苗，补充
食物，给候鸟创造了安全觅食、栖息的生
态环境。

为减少人员活动对鸟类的惊扰，湿地管
委会巡护人员利用网络视频监控系统，24
小时监控核心区候鸟的栖息情况，同时使
用无人机高空巡航，密切观察。巡护队则
在湿地核心区外围坚持巡查值守，立体监
控保护。

因大批迁徙候鸟会在湿地周边鱼塘栖
息停留，该区严把水产养殖户药品安全关，
区农业农村委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相关兽
药经销商、药品进货和销售情况逐户检查，
消除有毒有害兽药在池塘使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委了解到，为助推网络市场主体经营
规范有序，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
前联合对《京津冀地区网络商品交易平台
服务合同（甲种本）》示范文本进行修订，
并于即日起推行。在“双11”到来之际，示
范文本将更有利于保护网购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

修订后的示范文本共24条，与修订前相
比，新的合同示范文本在资质审查、费用结
算、质量保证、配送运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
面，进一步完善了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
务，并增加了不少新的“约束”。

比如，示范文本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
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不得采用误导
性展示等方式，将好评前置、差评后置，以
及不显著区分不同商品或服务的评价等；
不得采用谎称现货、虚构预订、虚假抢购
等方式进行虚假营销；不得虚构点击量、

关注度等流量数据，以及虚构点赞、打赏等
交易互动数据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
宣传。若平台内经营者出现套现、刷单、
伪造评价等行为，平台经营者必须对其进
行处理。

在保护消费者个人隐私方面，示范文本
要求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对收集
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不得采用一次概括授
权、默认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停止安装使
用等方式，强迫或变相强迫消费者同意收集、
使用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信息。

示范文本还明确，不得强制或利用技术
手段限制或禁止平台内经营者在其他平台进
行同类型经营活动。同时，平台内经营者根
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消费习惯、浏览历史等
个人特征向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搜索结果，
应当同时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
个人特征的选项，尊重和平等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
民银行联合发布了第三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
单，天津滨海新区等34个城市（区）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
系建设示范区，成为我市首个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示范区。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旨在推动城
市充分认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机制建设、政务诚信、公共信
用信息归集共享、诚信文化建设、信用监管、信用应用、
信易贷支撑实体经济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新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此前
经过两批次的创建，全国共有28个城市获此殊荣。

信用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成为衡量
营商环境水平的风向标。市发展改革委信用管理处负
责人表示，此次滨海新区成功入选，既是对天津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工作的肯定，也是我市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有
力的佐证。

近年来，滨海新区积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聚焦
核心工作，完善信用生态，诚信滨海建设成效初现。今年
以来，依托全国“信易贷”平台（天津站）和天津市“信易贷”
平台，滨海新区累计为8000多家守信中小企业提供便利。

滨海新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
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展会合作、中建八局华北公司战略
供应商合作签约仪式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

签约仪式上，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与
信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环保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等8家企业分别签署了2022年展会合作协议。与此
同时，8家企业还与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
司达成战略供应商合作协议。

今年6月24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举办了开馆首
展——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第
二届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将深化首展成果，发挥全产业
链、全渠道资源整合能力，对接国内国际市场，为客商打
造上下游、行业间沟通交流渠道。

“牵手”多家企业整合资源

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展会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本报讯（记者 姜凝）天津大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吴水林教授团队近日在权威国
际期刊《物质》上发表了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在业内率先提出了中药材料学的概念，通过
材料学方法将中草药处理成一种纳米级生
物功能材料，在根除病毒和细菌病原体的同
时，不会导致过度炎症引起的组织损伤，以
达到治疗病毒细菌混合肺炎的目的。

基于中药材料学这一概念，该团队以中
国茶为原料，提取了由多种儿茶素组成的天
然茶纳米点，研究了茶纳米点针对耐甲氧西
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抗菌机制、针对H1N1流
感病毒的抗病毒机制，并通过药物配伍筛选
发现茶纳米点和与其分子结构相近的中药成
分木犀草素混合后具有很好的协同抗病毒和
抗菌效果。该中药材料学策略可为目前致死
性细菌—病毒混合性肺炎的临床治疗提供新
的研发思路和安全有效的替代方案。

天大团队研发新策略

治疗病毒细菌混合肺炎

给网络商品交易平台加点“约束”
京津冀联合修订示范文本 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千余只东方白鹳抵津歇脚
我市已成为候鸟南迁路上的重要“驿站”七里海湿地提前降水位放鱼苗

保障“菜篮子”货足价稳 政府储备菜在所有投放网点零售价统一

实惠！售价低于市场价20%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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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家庭常备菜价格回落
津城菜市场及蔬菜批发市场供应充足

本报讯（记者 叶勇）有“能
人”透露帮忙承揽工程，只要花
钱就能办成，这样的“好事”千
万别信。日前，西青区检察院
办理了一起以承揽工程为名实

施诈骗犯罪的案件。
该案中，犯罪嫌疑人王某（化名）将自己

包装成社会关系广、能量巨大、有亲戚担任
“大领导”的成功人士，带领被害人实地看施
工现场。其间，王某偶尔透露自己有“能
量”，但从未主动提出帮助被害人承揽工程，
而是等着被害人上门请求才假装爽快答应。
“在这种‘神秘氛围’下，被害人误以为

王某有实力、人靠谱，岂不知已掉入‘人设陷
阱’。”检察官介绍，王某最终以帮被害人承
揽某还迁房建设工程为由，单次诈骗人民币
20万元。

检察官提示：通过“潜规则”承揽工程风
险极高，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应当遵纪守法，
通过正当途径。

给您
提醒

通过“潜规则”承揽工程

这样的“好事”千万别信

本报讯（记者 陈璠）近日，天津医科大学
总医院空港医院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该工程的实施将有助于扩充空港医院床位
数量、提升医院智能化水平、优化医联体联
动模式、打造高水平国际医学中心，促进保
税区医疗健康产业进一步升级。

在空港医院二期工程施工现场，14台打
桩机同时作业。天津港保税区基建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工程处于桩基施工阶
段，已经打了500多根工程桩，施工进展顺
利。”空港医院二期工程新建总建筑面积
104716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51655平方
米，主要包括二期住院楼、国际医疗部及住
院楼、附属用房等建筑。地下建筑面积53061
平方米，主要包括人防工程、停车库、设备用
房以及功能用房等。

该项目计划于2024年竣工验收。“十四
五”期间，天津港保税区将进一步强化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完善基层医疗体系配套，探
索发展“互联网+医疗”新模式。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空港医院二期工程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