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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璐）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最新
调查数据显示，10月份我市受持续降雨降温天气影响，
鲜菜价格涨势明显，带动我市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上涨
0.8%，同比上涨2.4%，1—10月份累计平均上涨1.1%。

从环比看，10月份我市食品价格上涨3.5%，非食品
价格上涨0.3%，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总指数上涨的主要
原因。食品中，受降雨低温天气影响，鲜菜、鲜果价格分
别上涨32.9%和5.4%；受市场供应增加影响，水产品、鸡
蛋、猪肉价格分别下降6.0%、2.9%和2.2%。非食品中，受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影响，交通工具用燃料、燃气价格分
别上涨4.8%和2.7%；受全国多地疫情抑制出行需求影
响，飞机票、旅游价格分别下降7.6%和3.7%。

从同比看，10月份我市食品价格上涨1.5%，非食品
价格上涨2.5%，非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总指数上行的主
要原因。食品中，鲜菜、鸡蛋、豆类、食用油价格分别上
涨35.1%、24.7%、8.9%和7.6%；猪肉、鲜果价格分别下降
43.9%和4.2%。非食品中，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生
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居住价格分别上涨 9.1%、
3.2%、1.3%、0.7%和0.4%；衣着、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
下降1.1%和0.1%。

本报讯（记者 姜凝）11月12日，南开大学
与市安定医院签署“教医结合”工作协议，双方
将在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等相关领域开
展合作，探索和创新学生心理健康教医结合模
式，提升心理育人工作的专业化与科学化水平。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点对点的严重心理
问题转介机制，畅通心理危机诊疗—干预—转
介快速绿色通道，提高危机干预的时效性。
双方还将合作开展心理咨询与诊疗评估、心
理健康教育活动与专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
教育科学研究等活动，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与精神卫生服务质量，为心理健
康教育领域前沿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受降雨降温影响

10月份CPI环比上涨0.8%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根据欧特欧咨询对网络
重点平台的监测，“双11”期间，我市实现网络零售
额96.1亿元，同比增长14.5%，其中实物行业网络零
售额84.1亿元，占全市的比重达87.4%。

按照种类划分，我市的服装服饰、家居家装、电
脑办公用品等商品最受市场青睐。服装服饰领军
企业网络零售额位居我市企业之首，郁美净、老美
华等品牌也深受欢迎。在天津16个行政区中，武清
区、滨海新区、南开区的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三。市
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小而美”网络品牌培
育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我市网络零售品牌消费、品
质消费将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今年“双11”刚刚落下帷
幕，天津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11月1
日至11日，我市跨境电商共计申报进口清单288.25
万单，同比增长1.73%，进口销售额达5.58亿元，同
比增长1.45%。其中，11月11日当日申报进口清单
73.42万单，实现进口销售额1.53亿元。

从进口商品种类看，化妆品、食品、配方奶粉及
辅食、沐浴及洗涤用品等受到国内消费者的欢迎，
占天津跨境电商进口商品总量的近七成。商品主
要来自7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原产自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商品最多。
“双11”过后，保税仓将迎来出货高峰，市商务

局、天津海关、天津邮政等临时增加了仓库作业处
理人员，并开辟跨境电商专用通道，提升仓库处理
和运输能力。同时进一步提升物流配送效率，基本
实现京津冀地区全境“次日达”，华北地区及江浙沪
核心城市48小时送达。

本报讯（记者 徐杨）行风问题会影响群
众看病就医感受。为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烦
心事，我市持续纠治医疗领域的不正之风，让
市民感受到清廉医院建设就在身边。记者昨
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从今年开始至2024
年，我市将集中开展整治“红包”、回扣专项行
动，批评教育、通报处理、严肃清理违反行业
纪律的医务人员，严肃惩处、移送线索、行业
禁入涉嫌利益输送的各类机构，持续保持对
“红包”、回扣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

据介绍，市、区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将
推进国家药品、医用耗材集中招标采购品种合
理使用，促进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和完善医
务人员内部绩效分配制度。医疗机构将建立
完善重点岗位、重点人员、重点医疗行为、重点
药品耗材等关键节点的监测预警体系，形成具
有可行性的“红包”、回扣主动上缴、线索反映、
调查核实、处置上报等管理制度。

此次专项行动细化明确了“红包”的内

容，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活动过程中，患者
及其亲友的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
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其安排、组织或
者支付费用的宴请或者旅游、健身、娱乐等
活动安排，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医疗机构结
合实际情况均将认定为“红包”，全部纳入整
治范围。

为了清除“红包”产生的空间，各医疗机
构将对门诊等候、预约诊疗、床位安排、特殊
检查、特殊治疗和择期手术的患者，通过网
络、公众号、院内电子屏等途径告知医院诊
疗资源分布信息，通过网络预约、扫码预约、
线下预约等多种形式有效提高医疗资源利

用率，增加医疗资源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减
少患者排队次数，缩短排队等待时间。

据介绍，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将细化对重点
岗位、重点人员、重点药品耗材的管理措施，以
电子病历为基础监控医疗重点环节，对药品耗
材使用情况排名靠前且无正当理由的医务人
员，根据行为性质进行约谈、调岗、核减绩效或
暂停执业；完善医药代表院内拜访医务人员管
理制度，参照“定时、定点、定人”“有预约、有流
程、有记录”的方式，及时驱离违规出现在诊疗
场所且与诊疗活动无关的人员，及时上报核实
的输送回扣行为，查实收受回扣的医务人员将
根据金额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本报讯（记者 姜凝）2022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报名确认工作近日结束，考试
将于今年12月25日至26日进行。今年全国
共有18154人正式确认报考南开大学，共有
19944人正式确认报考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报考数据显示，有6196人选择
在南开大学报名点参加考试。今年，报考学
术学位硕士专业考生共计7854人，排名前五
位的专业分别是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中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
报考专业学位硕士专业考生共计10300人，
排名前五位的专业分别是工商管理、公共管
理、会计、金融、应用心理。

据天大研究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共
有8226人选择在天津大学考点进行考试。其
中，报考学术学位硕士专业考生5839人，排名前
五位的专业分别是教育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应
用心理学、数学、建筑学；报考专业学位硕士专
业考生14105人，排名前五位的专业分别是电子
信息、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教育、材料与化工。

全国考研报名确认结束

18154人报考南开 19944人报考天大

南开大学与市安定医院签约

“教医结合”护航学生心理健康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11月11日18时至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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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18时至11月12日18时，我市
新增2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
轻型，中国籍，其中新加坡输入1例，匈牙利
输入1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65
例（中国籍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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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例，在院13例（其
中轻型4例，普通型9例）。

第3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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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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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武清区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点。11月10日因发热转送至空
港医院治疗，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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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CT示双肺间质纹理增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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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匈牙利。该患者自匈牙利至波
兰华沙乘坐航班（LO093），于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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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蓟
州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当日因发热转

送至空港医院治疗，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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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CT示双肺间质纹理增
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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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1月12日
复查胸CT示左肺上下叶可见斑片状浅淡磨
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患者
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更改为普通型。

11月 11日 18时至 11月 12日 18时，我
市新增 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
籍，英国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74
例（境外输入369例），尚在医学观察6例（均
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16例、转为确

诊病例52例。
第37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

住地为英国。该患者自英国伦敦至法国巴
黎转乘航班（CA934），于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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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宝坻区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1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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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第346例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第35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
3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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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67例无症状感染者于11月11日从
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1月12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
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6201人，尚有
159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11月11日18时至11月12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双11 我市重点平台网络

零售额实现两位数增长

双11 天津跨境电商

申报进口清单超288万单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为确保园林植物安全
越冬，我市积极做好园林植物冬季防寒工作。
“我们在10月中旬就已经备齐防寒布，10月下旬对

主要道路、公园广场等地区的乔灌木开展树木缠裹、搭
设风障，对重点道路沿线实施冬季防寒围挡搭设，预计
11月中旬完工，确保园林绿化植物安全越冬，来年正常
发芽生长。”南开区城管委绿化管理科科长刘军健介绍，
目前全区已完成乔木涂白40600余株、搭设防寒围挡龙
骨10.57万延米，同时加强巡查检查力度，确保防寒围挡
设施牢固安全。

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获悉，
近日，国内船舶碳减排与环保行业的代表企业——叠风
新能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叠风新能源”）
凭借旋筒帆项目成功入围2021首届全球港航创新创业
大赛前十强，这也是十强榜单中唯一一个天津项目，对
积极推进“双碳”目标实现，助力海上节能减排将发挥重
要作用。

叠风新能源致力于研发生产船舶节能设备，不久前
刚刚落户保税区。目前，其已拥有3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
的旋筒帆专利，具备生产24米×4米旋筒帆产品的能力，
产品适用于3万吨级以上船舶。据了解，旋筒帆是利用
风能为船舶提供辅助动力的设备，其可在风力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使用极低的能耗为船舶提供可观的动力，推
进远洋船舶航行。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叠风新能源研发生产的旋
筒帆已获得英国劳氏船级社原理性认证，成为国内首家
获得该资质的企业，成功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目前，
叠风新能源24米×4米旋筒帆年产能达30台，已经与欧
洲客户达成合作意向。同时，企业正加紧研发35米×5
米旋筒帆等其他风力辅助推进设备，并与太重（天津）滨
海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进行旋筒帆项
目的生产、安装及推广，预计2022年将对2至3艘油轮和
散货船进行改造和安装旋筒帆系统。

旋筒帆助力海上节能减排

叠风新能源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记者从市人社局
获悉，2022届困难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已全
部发放到位，共计向19489名2022届困难毕
业生发放求职创业补贴5846.7万元。

据介绍，今年共有19489人成功申请到求
职创业补贴，比去年增加4.1%，覆盖院校85所学
校。其中，普通高校（含民办高校）55所，19194
人申请到求职创业补贴；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
院校）30所，295人申请到求职创业补贴。从困
难类型看，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
生1712人、脱贫劳动力家庭学生（原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1685人、贫困残疾人家庭学生785
人、残疾学生286人、在校期间已获得国家助学
贷款的学生15002人、特困学生19人。

困难毕业生

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到位

园林植物穿上“防寒服”

本报讯 2021年 11月 12日下午，“融生
2022”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融媒体资源推介会
在天津梅地亚大剧院举行。本次媒体资源
推介会，正逢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三周
年，融聚三载，向阳而生，来自社会各界的领
导嘉宾、合作伙伴与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
叙情谊、共谋发展，共同见证天津海河传媒
中心的重要历史时刻。

过去三年，海河传媒中心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和津门百姓的关
爱支持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媒体融
合发展的决策部署，以牢牢占据舆论引导、思
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为
目标，全力推进天津媒体一体化融合发展，加
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
局，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

公信力持续增强，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不断
扩大。现在，海河传媒中心紧跟时代前进步
伐，继续以攻坚克难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迈入深化改革的全新阶段。

今年的推介会，紧扣从“相加”到“相融”
的发展理念，突出海河传媒三周年庆生主
题，五位曾获国家、省部级嘉奖的优秀编辑
记者，化身党报发行员，现场送出《天津日
报》精心制作的海河传媒中心三周年特刊。
整场推介会集资讯性、娱乐性、互动性于一
体，精彩纷呈，喜庆欢乐，从流程设计到表现
形式让现场观众耳目一新，彰显了海河传媒
中心雄厚的媒体实力。

融聚三载 向阳而生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举办融媒体资源推介会

天津港跨境陆桥运输创新高
今年前10个月中欧班列作业量同比增22.5%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下午2时，一列
满载日用品、电器设备、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
列从天津港发出，将经由二连浩特口岸出境发
往蒙古国。作为我国最早开展陆桥国际运输
组织的沿海港口，今年以来，天津港直面疫情
不利影响及国际海运供应链紧张、价格高企现
状，发挥跨境陆桥中欧班列优势，全力推动贸
易畅通、民心相通。前10个月共完成中欧（中
亚）班列（跨境陆桥运输）作业量4.7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22.5%，位居沿海港口首位。

“像这样的跨境陆桥运输班列，最近平
均下来每天都会有近3列从天津港发出，其
中绝大多数是前往蒙古国的，90%以上的货
物均为日韩、东南亚等地的过境货物，包括
食品、日用品、二手汽车、防疫物资等等。”天
津港物流发展物捷三堆场经理徐荣告诉记
者，天津港作为“一带一路”的海陆交汇点、
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和服务
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枢纽港，是距离二连浩
特口岸最近的港口。“我们也想方设法发挥

好自身优势，比如，在港口区域建成运营了
京津冀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使海铁联
运更为便捷，还开通了多条海铁联运班列，
今年为天津口岸新增海铁联运作业能力40
万标准箱，进一步增强中欧（中亚）班列的服
务保障能力，为腹地区域外贸提供有力的运
输保障，也希望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抗
击疫情、保障民生、恢复经济注入新动力。”

前不久，一封来自蒙古国日常生活必需品
承运企业——蒙古阿拉米达爱兰有限责任公

司的感谢函，便是对这份努力最好的肯定。原
来，面对中蒙铁路通道运输严重拥堵的复杂环
境，天津港集团与航运物流企业、口岸单位一
道，为蒙古国日常生活必需品提供了优先保障
服务，安排紧急发运计划，压缩等候时间，有力
保障了物流服务的快速便捷。

据天津港集团物流中心主任刘鹏介
绍：“目前，我们的单列装车时间不超过4小
时，并与口岸部门配合，实现了集装箱卸船到
铁路场站的‘零’延时。”

我市持续纠治医疗领域不正之风 今年至2024年集中开展整治专项行动

医务人员收“红包”、回扣 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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