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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疫情防控

我市秋冬季大气污染治理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今冬目标：重污染天数控制在4天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我市印发实施
《2021—2022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
坚方案》，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抓手，以
减少重污染天气和巩固PM2.5 改善成效为主
要目标，协同推进结构调整和治污减排，全
力保障秋冬季空气质量。
《方案》提出，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
确保完成国家攻坚目标，全市及各区PM2.5浓
度力争控制在52微克/立方米，重污染天数控
制在4天。为确保完成任务目标，
《方案》进一
步强化9方面共88项重点措施。其中包括，
提

升产业绿色发展，推动静海区涉盐酸行业、
武清区曹子里镇绢花特色产业实施综合提
升改造。推进城市物流公铁联运，将有条件
的现有铁路站场和闲置货场升级为城市配
送节点，建立区域共享周转仓，推行“轨道+
仓储+新能源汽车配送”
新模式。
根据《方案》，我市将深化产业、能源、交
通运输结构调整，
通过一项项具体工程措施，
将减污降碳落到实处。巩固居民冬季清洁取
暖成果，全面梳理散煤治理改造确村确户情
况，
对暂未实施清洁取暖的地区，
确保清洁煤

供应全覆盖，全力做好气源电源等供应保
障。开展锅炉和炉窑综合整治，今年累计完
成燃煤锅炉改燃并网35台，淘汰关停大沽化
工自备煤电机组3台3.6万千瓦；
提早实施保留
燃煤锅炉改燃并网前期手续，
尽早组织开工，
力争2022年底全市供热半径30公里范围内燃
煤锅炉基本实现清零。加快运输结构调整，
巩固钢铁、焦化企业“公转铁”
成果，
大宗货物
铁路运输比例进一步提高；天津港铁矿石铁
路运输比例达到65%，
集装箱铁水联运货运量
同比增长12%，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提升

港口、大宗货物年货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工矿
企业、
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
此外，
还将针对典型行业精准开展治理减
排。VOCs治理体现精准性持续性，
结合本地
特色产业，
以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
以及油品储运销为重点，
组织排查液体储罐、
装卸、敞开液面、泄漏检测与修复等10个关键
环节。同时，
持续优化绩效分级工作，
精准实
施重污染天气差异化应急减排，
在确保预警期
间达到国家总体减排比例要求下，
最大限度减
少对环境领先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影响。

集装箱+散杂

天津港首个多元化
码头泊位启动运营
本报讯

万红

（记者
）既能装卸集装箱
又能接卸散杂货，昨天，记者从天津港集
团了解到，天津港首个“集装箱+散杂”多
元化码头一体化作业日前在天津港北疆
港区21段泊位启动。这个泊位也成为天津
港集团首个可同时开展集装箱、散货、杂
货多元化作业的码头，实现了“集、散、杂
一体化”同船作业新模式，将以实际行动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服务
“一带一路”
班轮航线。
随着21段泊位整合升级完成，
今后，
该
泊位计划开展外贸作业。天津港第四港
埠有限公司总经理霍胜春介绍，未来，将
在这个泊位开航多用途船舶，装载焦炭、
钢材等产品往返天津港与印尼，满足新天
钢集团印尼钢铁项目的物流运输需求，形
成两国两港之间往返的班轮运输航线，进
一步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助
力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建设。

本报讯

陈忠权

（记者
）为更好地保护修
复大黄堡湿地，武清区开始启动生态移民工
作。按照规划，
核心区4个村的村民逐步从核心
区迁出，
30.4平方公里核心区将建成
“无人区”
。
大黄堡湿地是我市四大湿地自然保护
区之一，此次实施大黄堡湿地核心区生态移
民工程，
是保护修复湿地的一项重要内容。
按照计划，核心区四高庄、务滋甸、东丝
窝、西丝窝等4个村庄，共计1100户、3000多人
将逐步迁出核心区。

《百姓问政》关注群众身边小事

换位思考“急群众之所急”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坚持人民至上、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需要各级党员
干部面对面倾听群众所思所盼，心贴心了解
百姓冷暖疾苦。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邀请红桥区相关
部门负责人，共同关注直管公产房购买产
权、小区基层治理等群众关心的身边事，一
起推动问题解决。
红桥区永明西里小区有十几处直管公
产房屋，属于咸阳北路房管站管理。2015年，
房管站统计想要购买产权的居民情况，大家
踊跃填了申请表，但直到今年仍没办成。几
年来，居民多次询问，得到的回复就是“差件
儿”，档案中缺手续，导致产权购买不了。关
于手续补办还需要多久也不能给出答复。
此外，
从7月开始，
红桥区福居公寓南区7号楼
地下室出现积水，当时属地街道、社区承诺
尽快解决。可到目前，地下室还有两三厘米
的积水存在，
甚至漏水点位也没有找到。
节目中，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针对公
产房买产权问题，住建部门将指定专人负责
补登缺失手续，同时完善全区直管公产房管
理台账，尽快帮助居民完成产权交易。福居
公寓地下室积水问题，属地街道、社区将联
合相关行业部门成立专班，先清理积水，然
后排查漏点，把百姓的身边事当作大事来
办，
将相关问题彻底解决。

坚持测温！亮码！戴口罩！
本报讯

徐杨

（记者
）昨天，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再次发布重要提醒：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需全力以
赴 ，市民良好的抗疫习惯不能丢 ，坚持测温！ 亮
码！戴口罩！
虽然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最新研判，全国
本轮疫情整体上进入扫尾阶段，额济纳、黑河、大连
等边境口岸城市疫情得到快速有效处置，多个省份
在一个潜伏期左右控制住疫情，但是专家研判认
为，全球处于大流行阶段，且仍在高位流行，病毒变
异加快，感染者发病有潜伏期，有些感染者无症状，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国面临的外防输入
风险持续加大。目前，我国仍处于疫情防控常态化
阶段，
须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策略。
在日常生活中，广大市民应自觉维护公共场所
卫生，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不聚
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的好习惯不能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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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
宾馆、商场、超市、医院、农贸市场、加油（加气）
站、
药店、
地铁、
公交等公共场所的从业人员和消费者
须佩戴口罩，
严格落实测温、
亮码、
戴口罩、
日常清洁、
通风消毒、
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人员集聚等措施，
切实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全面筑牢疫情防控堡垒。

处罚364起！严查疫情防控
本报讯

万红

（记者
）昨天，记者从市交通运输
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交通执法部门持续加强
疫情防控检查力度，执法总队累计检查巡游出租车
和网约车 24463 部，现场纠正未佩戴口罩、消毒设施
不齐全等行为 1123 起，处罚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等违
反疫情防控措施行为 364 起。

疫情快报
11月23日18时至11月24日18时

我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本报讯

天津港北疆港区升级后的21段泊位。
图片由天津港集团提供

大黄堡湿地生态移民启动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发重要提醒

本报讯

本报讯

天津一商混改两周年扭亏为盈

吴巧君

（记者
）两年前的11月22
日，辽宁方大集团受让天津一商全部股权，
两年时间过去，记者获悉，截至10月底，天津
一商贸易板块实现营业收入99.8亿元，是去
年同期7.58亿元的13.1倍多，完成1至10月份
营业收入计划的2337%；贸易板块今年前10
个月实现利润超1.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超1.6亿元，
一举实现扭亏为盈。
混改后的天津一商理清脉络，决定在零
售与贸易两大板块发力，今年以来贸易板块
的出色表现肇始于去年底位于辽宁营口年
收入70亿元的方大国贸有限公司的业务迁
入。围绕新业务进入天津，天津一商从零起
步，围绕钢材、废钢和矿焦煤等大宗商品，成
立矿石、炉料、煤焦和钢材4个创效主体业务
团队，并通过定岗定编、完善薪酬绩效改革

引导员工转变思想观念、改进工作作风。以
钢材组为例，该组4名员工在业务开展初期，
用传统的“扫街”模式打开局面。他们到天
津贸易公司最集中的中储大厦逐层逐户拜
访，建立了上百个微信工作群，对接108家上
下游客户，仅3个月就签订并执行合同714份，
保证了业务的顺利开展且风险可控。
混改两年来，
天津一商打造了华北地区最
大的钢材储运市场，
截至10月31日，
钢材吞吐量
突破51.5万吨、
塑料颗粒吞吐量突破33.6万吨、
铁合金吞吐量突破3.4吨、
新增铅锭业务吞吐量
突破3.7万吨。在不断上扬的吞吐量背后，
转岗

国考天津考区最新防疫要求发布

廖晨霞

（记者
）昨 日 ，中 央 机 关
及其直属机构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2022年度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和公开选调公
务 员 笔 试（天 津 考 区）考 生 防 疫 与 安 全 须
知发布。
《须知》明确，考生须认真如实填报完成
《流行病学调查表》。所有考生均须提供首
场考试科目考前48小时内（依采样时间计算）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外地考生可在当地进行
检测）。外地来津考生、考前14天内有离津返
津史的我市考生除提供上述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外，还须提供天津市核酸检测机构出具
的首场考试科目考前24小时内（依采样时间
计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须知》规定，考生需凭准考证、有效身
份证件、填写完整的《个人健康信息承诺书》
和《流行病学调查表》、显示考前14日内无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无追溯日期内天津市防控
指挥部确定的重点涉疫地区和感染者关联
轨迹旅居史的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和带金盾
的 实 时 天 津 健 康 码“ 绿
码”，
以及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等疫情排查材料，方可
允许进入考点，考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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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招聘至该市场的装卸工人收入节节攀升，
今
年10月份，
22名一线职工中15人月收入突破1万
元，
创历史最好纪录。
“
‘多劳多得，
干到给到’
，
以前我们的司索工装卸一个火车皮要90多分
钟，
现在半个小时就能搞定，
劳动效率提高了一
倍多。
”
市场管理人员介绍。伴随劳动效率不断
提升的，
是该市场不断完善的计件工资管理体
系和员工越干越有奔头的高涨干劲。
天津一商零售与贸易两大板块前10个月
共实现销售167.52亿元，同比增加138.78亿
元，增长482.88%；实现利润0.88亿元，同比增
加2.57亿元，
扭亏为盈。


 

项目均齐全但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考生
须进行现场登记后方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考试结束后14天内，考生须做好自我健
康监测。所有考生应于考试后当日、第3日、
第7日进行3次核酸检测，并将核酸检测结果
如实上报。

徐杨

（记者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1
月23日18时至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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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18时至1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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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例（中国籍3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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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籍1例），治愈出院358例，在院23例
（其中轻型3例，
普通型19例，
重型1例）。
11月23日18时至11月24日18时，我市新增1例境
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刚果民主共和国输
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93例（境外输入388
例），尚在医学观察22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
观察319例、转为确诊病例52例。
我市第393例无症状感染者，
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
刚果民主共和国。该患者自刚果民主共和国至法国巴
黎转乘航班（AF382），
于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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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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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符合出院标准，于11月23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截至11月24日18时，全市无现
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6599人，尚有406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