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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天津
经开区在2021年营商环境专场新闻
发布会上，发布了生物医药、石化新
材料、平台经济等三大产业营商环境
指标体系。此套体系是国内首套为
产业单独定制的指标体系和标准。
参考这一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经开区
制定了《天津经开区2022年优化产业
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方
案》，将大力促进区域产业营商环境
的改善升级，为主导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赋能。

三个主导产业研究报告全面评

估了经开区在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
以及平台经济领域的发展现状、存在
问题。在此次研究评估过程中，经开
区在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平台经
济领域营商环境建设总体表现优秀，
产业链基本完整，产业聚集度高，产
业招商和产业服务专业化程度高，企
业满意度高，总体发展势头较好。

在即将来到的2022年，经开区将全
力推动生物医药、石化新材料、平台经
济等主导产业提速发展。“方案重点针
对生物医药等领域，以营商环境指标体
系为基础框架，以数字化转型为主要方
向，以场景化模块化为最终成果，重点
落实三项行动计划。”经开区营商环境
办公室主任李伟华说，针对三大产业方

案打造了30个场景，计划实施共86项具
体任务。比如，生物医药产业特点，结合
经开区实际，从药械审批服务、跨境通
关、成果转化、市场开拓、融资信贷等10
个场景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再比如，平
台经济领域按照产业特点，以网络货运、
直播电商等服务行业为细分领域，从市
场准入、纳税登记、经营监管、纠纷解决、
公平竞争等10个场景优化营商环境。到
2022年底，基本解决影响产业发展的代
表性节点问题，实现经开区各主导产业
竞争力显著增强，全面提升产业营商环
境氛围。

经开区发布产业营商环境指标体系 打造30个场景 计划实施86项任务

推动主导产业提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
控中心获悉，12月28日18时至12月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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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例
（其中男性83例，女性65例），在院1例
（普通型），治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2月28日18时至12月29日18时，
我市新增10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均为中国籍，其中美国输入8例，
韩国输入1例，意大利输入1例），累计
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427例（中国籍
381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乌
克兰籍4例、波兰籍4例、印度籍3例、法
国籍2例、意大利籍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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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例，在院46
例（其中轻型17例，普通型29例）。

第41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达拉斯。该患者自
美国达拉斯至洛杉矶转乘航班
（CA988），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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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红桥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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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左肺下叶磨玻璃密
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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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1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波士顿。该患者自
美国波士顿至洛杉矶转乘航班
（CA988），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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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桥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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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患者有流涕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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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波士顿。该患者自美
国波士顿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
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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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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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有干咳伴咽
痛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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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纽约。该患者自美
国纽约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
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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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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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患者有鼻
塞伴咽干症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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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波士顿。该患者自美
国波士顿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
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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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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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左肺下
叶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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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2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洛杉矶。该患者自
美国洛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12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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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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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左肺上叶磨玻璃
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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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2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西拉法叶市。该患者
自美国西拉法叶市至洛杉矶转乘航班
（CA988），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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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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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双
肺下叶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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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2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洛杉矶。该患者自美国洛杉
矶乘坐航班（CA988），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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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
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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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双肺
下叶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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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2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
近期居住地为韩国首尔。该患者自韩国首
尔乘坐航班（KE805），于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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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河
北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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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左肺
上叶散在磨玻璃密度影，右肺下叶脊柱旁
片状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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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2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
籍，近期居住地为意大利。该患者自意
大利米兰乘坐航班（NO946），于12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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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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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右肺下叶结节影，右侧
少量胸腔积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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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41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
查胸部CT显示右肺下叶胸膜下新发散
在小片状磨玻璃密度影，局部实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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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8日18时至12月29日18时，我
市新增7例无症状感染者（均为境外输
入，均为中国籍，其中美国输入6例，俄罗
斯输入1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434
例（境外输入429例），尚在医学观察21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57例、

转为确诊病例56例。
第428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俄亥俄州。该患者自美国
俄亥俄州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
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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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红桥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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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圣地亚哥。该患者自美国
圣地亚哥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
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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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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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科罗拉。该患者自美国科
罗拉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于12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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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
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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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1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纽约。该患者自美国纽约
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于12月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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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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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布法罗。该患者自美国布法罗至
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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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和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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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洛杉矶。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
乘坐航班（CA988），于12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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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和
平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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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4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该
患者自俄罗斯乘坐航班（CA556），于12月
27日抵达北京国际机场，入境时体温正常，
申报无异常。经海关检疫排查采样后，即
由专车转送至蓟州区训练基地。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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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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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8637人，
尚有1570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了解到学生寒假返乡核酸检测需求后，近日，天津工业大学请来属地第三方
权威核酸检测机构入校服务，尽可能降低学生出入学校带来的防疫安全风险。

本报记者 姜宝成 通讯员 刘孜勤 摄

12月28日18时至12月29日18时

我市新增1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7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