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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18时至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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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8时至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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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18时至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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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例（中国籍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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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例，在院20例
（其中轻型3例，普通型17例）。

11月29日18时至11月30日18时，我市无新增无
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08例（境外输
入403例），尚在医学观察3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
医学观察321例、转为确诊病例53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36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
例、第37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标准，于
11月29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点。

第37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第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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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
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7152人，尚有803人正在接受医
学观察。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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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含）以来途经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除满洲里）的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
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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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抵津后14天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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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保
持环境卫生，不乱丢废弃口罩。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我市再生资源年回收量500万吨
建垃圾分类“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站“废物”再利用给居民带来经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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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天钢集团天钢公司

“公转铁”项目竣工通车

■ 本报记者 曲晴 刘国栋

“移动回收站”专用车是我市引入社会资
本、投入使用的“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站。目
前，有40余辆类似车辆穿梭在大街小巷，今年
已回收各类可回收物11万吨。市城市管理委
废管处处长尹鲁浩介绍：“所谓‘两网’融合，
就是城市环卫系统和再生资源系统的融合，
可最大化实现可回收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跟随“移动回收站”专用车，记者来到4000
多平方米的分拣中心，里面机器轰鸣，几十个
装满电脑主机、打印机、投影仪等废旧物品的
仓储笼映入眼帘。仓储笼的前面，废纸、废金
属、废塑料、废玻璃……应有尽有，按类堆放。
“整个中心分为废电子产品暂存区、废

纸暂存区、废纸打包区等7个区域。”北辰基地
项目负责人王文晋介绍，“电视、洗衣机、电
冰箱、空调、电脑称为‘四机一脑’，这5类电器
电子产品需要有资质的专门公司拆解，我们
收回来会进行移交。其他物品会在这里进
行精细化分拣。”

在废纸打包区，一辆装载机正在不停地往

打包机的履带上装箱板纸。一片片分散的箱
板纸被机器“吃”进去再“吐”出来后，便被压缩
成块。“不同材料会用不同机器进行处理，成千
上万个铝制饮料罐会被压缩成1吨多重的铝块；
成千立方米的泡沫也会被压缩成不到1立方米、
坚如石块的泡沫压块。”项目运维总监庞凯说，
这些物品会当作工业原料送到相关加工企业。
“拿饮料瓶来说，会送到我们的宁河基

地，被切割成塑料颗粒变成工业原料。”庞凯
说，“这种原料在加工厂将被制作成工业用
的塑料桶、塑料工艺品等，或者送往化纤厂，
在高温下拉丝成线，用来制作衣服。”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家中的可
回收物产生量日益增长，目前，我市再生资源
年回收量已达500万吨。对此，我市依托第三
方建起垃圾分类“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站，采取
定时定点回收、上门回收、线上预约等方式，既
为可回收物找到归宿，也给居民带来一定的经
济回报。“年底，每个街道将至少设立1处再生资
源回收网点，方便居民和单位交投出售，并建
立数据信息统计体系，对再生资源的来源、去
向、数量等基础信息实行台账管理。”尹鲁浩说。

■ 本报记者 曲晴 刘国栋

近日，记者来到东丽1号社区，每一栋单元
门口，没有了常见的垃圾桶和溢出桶外的污
渍。干净清爽，成为走进该小区的第一印象。
“夏天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一股味，垃

圾桶周围还有许多苍蝇，很影响环境卫生。”
谈到以前的垃圾桶，住在25号楼的张大爷直
摇头，“还是现在的这个‘小房子’好，既漂亮
又干净。”张大爷啧啧称赞的漂亮“小房子”，
就是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箱房。它设有四分
类投放口，相对于传统的垃圾桶，箱房不仅
外观漂亮、操作方便，而且箱体密闭性好，不
会渗漏和产生异味，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目前，该社区有6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箱房，
服务1300多户居民。

张大爷距离厨余垃圾投放口还有1米时，
投放门已经自动打开，他熟练地把垃圾放进
去，顺手从旁边的洗手台上喷了一些免洗洗
手液。原来，箱房采用的是非触摸感应式开
启模式，操作起来方便快捷。

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箱房可以确保整个垃
圾分类工作从源头规范，不仅可以通过箱体的
液晶显示屏、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测垃圾投放情
况和满溢现象，也为后续执法保障提供辅助依
据。“箱房内还安装了垃圾称重系统，系统会对
垃圾桶自动称重，在垃圾即将装满时便会出现
满桶提示。”该小区垃圾分类督导员杨加友说。

同时，为了帮助居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东丽1号社区采取了“1+1”督导值守政策，每

个箱房全天固定1人，早、晚垃圾投放高峰时
段再增加1人，并主动为居民发放颜色不同的
可降解塑料袋，分别对应不同的垃圾种类，并
配有分类标识和分类说明，方便居民在日常
生活中区分垃圾。目前，该社区劝导后垃圾
投放准确率达到85%以上。

滨海高新区航天城社区是一个有着3116
户居民的大型社区，已经完成撤桶并点建箱房
工作，之前30栋楼的90个垃圾桶，升级改造成
10组智能垃圾分类投放箱房。“原来放置垃圾
桶的位置种上了绿植，小区的整体环境和垃圾
收运率不仅得到了提升，居民的投放分类准确
率也有了提高。”滨海高新区垃圾分类运营工
作负责人孙丽娜说，为提高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社区还建设了“垃圾分类积分兑换
超市”，并与物业公司打通物业费兑换渠道，截
至目前，已累计6.5万人次投递可回收物4.1万
公斤，产生绿色积分321万分。“此后此类模式
将同步复制到公共机构及企业中去，让垃圾分
类成效反补参与者，形成良性促动模式。”

据了解，为了确保整个垃圾分类工作源
头规范，根据住建部撤桶并点建箱房的要求，
截至10月底，全市共建成分类箱柜1616处，其
中分类箱房709座，投放智能分类柜907处，分
类棚亭作为辅助设施正在全面铺开，天津正
在形成“箱房+智能柜+棚亭”的垃圾分类收
集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
“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我市申报的天津
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成功入选。

此次共有25个枢纽纳入“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
建设名单。从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了解到，天津空港型
国家物流枢纽位于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机场片区范围
内，毗邻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区域总面积3.18平方公里。
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定位是以建设中国国际航空
物流中心为目标，依托海滨城市口岸功能和丝绸之路海
陆交汇优势，充分发挥航空物流辐射半径和自贸区先行
先试优势，建设国际一流的空港型物流枢纽；构建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全新动力源，全力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散
和雄安新区建设工作；构建适应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要求
的航空物流枢纽；建设特色临空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全
力打造“4+1+4”模式的“通道+枢纽+网络”物流设施空
间布局体系。

“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公布

天津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入选

本报讯（记者 徐杨）11月29日，修改后的
《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公布实施。
市卫生健康委昨日表示，11月29日《天津市人
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公布时，还在产假（生育
假）、陪产假、婚假休假期间的，按照新规定
享受假期。

据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市三孩生育
政策从2021年5月31日（包括5月31日）起正式
实施。根据三孩生育政策，一对夫妻以生育
子女的数量计算，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再婚
夫妻再婚后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生育三个

子女后，其中一个子女死亡或残疾的，可以
再生育一个子女。

在子女三周岁以下期间，用人单位每年
给予夫妻双方各十日育儿假。育儿假按照
夫妻生育的子女数量计算，多子女家庭夫妻
的假期天数累计叠加。休假周期以子女的
实际年龄计算，举例来说：如果孩子的出生

时间是2021年12月1日，则到2022年11月30日
是一个周年，在这个周年期间，双方可以享
受育儿假各十日。

各种假期应该如何计算？婚假、育儿假
为工作日，不包括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生
育假（产假）、陪产假、护理假为自然日，包
括法定节假日和休息日。婚假、生育假（产

假）、陪产假一般应当连续使用；育儿假、护
理假可以连续使用，也可以根据家庭实际
情况分散使用。对于假期的休假待遇，婚
假、陪产假、育儿假、护理假休假期间视为
出勤，工资及福利待遇等照常发放；生育假
（产假）待遇按照国家和我市生育保险有关
规定执行。

厨余垃圾 可回收物 其他垃圾 有害垃圾

撤桶并点推广建立智能垃圾分类箱房

垃圾进“屋”投放准确率更高了

每周定时定点，一辆车身标有“移动回收站”的专用车会来到天津商业大

学，学苑南里等几个学校附近小区的废品收购人员会把纸盒、塑料瓶、废玻

璃、废织物等送到“移动回收站”交售。随后，“移动回收站”满载而归，开往

“拾起卖循环产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北辰基地”的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摄影 张磊

昨天，新天钢集团天钢公司“公转铁”
项目正式竣工，企业内部铁路与国家铁
路实现贯通。三列名为“创新号”“奋进
号”“幸福号”的火车车头前披挂的大红
旗与大红绸花球在冬日艳阳照耀下，艳
丽又喜庆。

为了实施“公转铁”项目，新天钢总计
投入2.3亿元。“该项目是新天钢集团落实
国家调整运输结构、增加铁路运输量部署
要求，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项
目建成后，促进区域多式联运发展，降低
市内公路交通运输压力，落实‘双碳’目
标，为打好天津市及全国污染防治攻坚战
作出企业应有的贡献。”新天钢集团执行
总裁阚永海说。

新天钢集团副总裁赵斌则表示，天钢
公司将继续提升铁路运输比例，在目前
80%铁路运输占比的基础上，还要开通更
多货运专列，争取明年实现100%“公转
铁”转换。

《天津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11月29日公布实施

正在休产假 可按新规定享受假期

聚焦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