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曲晴 刘国栋

“穿着高跟鞋逛了两个多小时，现在两
腿都没劲了，本打算再随便看看就回家，没
想到自动扶梯修好了，帮我节省了些力气。”

昨日，刚逛完和平区大悦城和吉利大厦
的李女士双手提着购物袋，准备去乐宾百
货，当她走到天桥下时，平稳运行的扶梯给
了她一丝兴奋，“前阵子逛滨江道，两个天桥
的扶梯都停运了，感觉不习惯。现在，自动
扶梯恢复运行，对于我们这些喜欢逛街的人

来说，省时省力，真是太方便了。”
位于滨江道与南京路交口的是津美、回

生两座人行天桥，共配套投入使用6部自动
扶梯。长期以来，自动扶梯在室外环境运
行，经受风吹雨打、日晒霜冻，承担着繁忙的
“工作”，6部自动扶梯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结
构老化和机械故障。

2020年以来，关于建议改造津美、回生
两座人行天桥的群众来电、网络留言等比较
突出。群众的强烈呼声在哪里，城市治理的
绣花针就落在哪里。为解决津美、回生两座

人行天桥上6部自动扶梯年久老化的问题，
去年，市道桥管理事务中心联合成立天桥业
主项目管理部，实施专项落实，专人负责。

近日，记者在现场看到，维修后的6部自
动扶梯选用了公共交通型扶梯，升级了新扶
梯的梳齿板、防滑性、梯级踏板强度，新增扶
手带杀菌系统、梯级裙板照明系统、梯级密
封防水系统，加大了安全系数。为提升回生
人行天桥施工工艺，施工人员使用高分子聚
合材料增加天桥桥面的摩擦系数，解决桥面
湿滑问题。“在恢复运行阶段，我们委派专职

人员定期巡视、收集数据、局部调试，使人行
天桥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市道桥管理事务
中心工程管理科项目负责人黄方略说。

为了保证城市道路桥梁安全运行、确保
人行天桥功能的正常发挥，去年，市道桥管理
事务中心把提升改造20座人行天桥专项维
修工程作为我市20项民心工程中“新建改造
城乡道路”的重要一项，通盘谋划、强力推
进。目前，包括正义道天桥、满江道天桥、洪
泽路天桥、拥军天桥、长江道天桥等20座天
桥的升级维护改造项目已收官。

去年我市20项民心工程中“新建改造城乡道路”重要一项

完成升级改造 20座天桥“重新上岗”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今天收房又领证，真是‘双喜临门’。”日
前，静海区首个落实“交房即交证”项目——
金科·天湖（南苑）正式交付，136套房屋实现
钥匙和房本同时拿，让群众真正享受到“零
跑腿、零等待”的便捷服务。
“以往最担心的就是不动产权证书办理

慢，因为这个小红本与子女入学、办理落户、
房屋买卖、抵押贷款等息息相关。”刚刚同步
领到房屋钥匙和不动产权证书的业主李女
士高兴地说。

为推动“交房即交证”改革落地显效，市

规划资源局静海分局第一时间与项目开发
企业负责人进行对接，及时收集针对“交房
即交证”的需求及困难点，提供跟踪式服务，
归并同类事项简化程序，打通信息壁垒，验
收登记测量同步、资料共享，原本办理相关
流程需要7个工作日，如今直接压缩到1个工
作日，用最快速度完成交付资料整合，实现

“交房即交证”。
“我们特别成立工作专班，指定专人全

程对接企业，开辟绿色通道，以‘服务部门多
跑，企业少跑，群众不跑’为工作思路，快速
完成项目交付政府流程，为群众实现‘交房
即交证’。”市规划资源局静海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由世界500强
企业德国邮政集团（DHL）投资的DHL北方
运营中心项目在天津港保税区正式开工建
设。该项目为DHL在中国首个直接投资、自
主经营的实体项目，也是国际三大邮政快运
公司在保税区首个自建物流基地，对保税区
完善国际供应链仓储物流服务功能，加快实
现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DHL北方运营中心项目总投资5.5亿元，
占地11.7万平方米，规划建设面积14.4万平方
米，包括4座双层高标物流仓库、1座单层高
标物流仓库和1座综合办公楼，预计2023年6
月投入运营。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为深入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完善“向群众汇报”
制度，天津海河传媒中心《百姓问政》栏目将
在2022年伊始，推出《新气象 新作为：我为群
众办实事》系列节目。今晚播出的《百姓问
政》邀请滨海新区区长单泽峰及相关职能部
门负责人，面对百姓的“急事”“愁事”展开问
政，相关部门一起直面问题，逐一破解，将
“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

2018年，汉沽老城区的燃气补建工作制
定三年补建目标，2019年由新区城管委明确
工作方案，在2020年年底前完成41个小区的
燃气补建，其中茶淀街三明里小区列入补建
范围，但直至今日，居民没有等到任何消
息。在滨海新区建材路旁有个自发的劳务
市场，等活儿的车辆和务工人员挤占道路。

在节目中，滨海新区相关职能部门从思
想认识到工作方法进行了深入剖析，明确了
下一步工作的具体措施。单泽峰表示，倾力
办好民生实事，首先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理
念，更重要的是见诸行动。

DHL北方运营中心开建

《百姓问政》聚焦城市治理“顽疾”

倾力办好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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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悉，
1月4日18时至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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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出院
145例，病亡3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1月4日18时至1月5日18时，我市新增7例
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为中国籍，其
中普通型5例，轻型2例；美国输入5例，马达加
斯加输入1例，刚果（布）输入1例。累计报告境
外输入确诊病例458例（中国籍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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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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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例，在
院67例（其中轻型22例，普通型45例）。

第45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美国洛杉矶。该患者自美国洛杉
矶乘坐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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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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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发热，最高体温3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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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美国洛杉矶。该患者自美国洛
杉矶乘坐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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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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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结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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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
期居住地为美国。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
坐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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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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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双肺下叶脊柱旁多发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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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美国洛杉矶。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
乘坐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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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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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
发热，最高体温38.5℃，伴咳嗽、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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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美国俄亥俄州。该患者自美国俄亥
俄州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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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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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右肺中叶及双肺下叶胸
膜下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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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非洲。该患者自马达加斯加至法国
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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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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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左肺上叶舌段、右肺中叶
斑点、结节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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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
居住地为刚果（布）。该患者自刚果（布）至法
国巴黎转乘航班（CA934），于2021年12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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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送至滨
海新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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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右肺下叶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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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部
CT显示右肺上叶、右肺中叶及双肺下叶可见多
发磨玻璃密度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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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部
CT显示右肺下叶多发磨玻璃密度影及树芽
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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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18时至1月5日18时，我市新增6例无
症状感染者（均为境外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
感染者454例（境外输入449例），尚在医学观察
3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362例、转
为确诊病例58例。

第449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美国洛杉矶。该患者自美国洛杉矶乘坐
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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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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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美国弗吉尼亚州。该患者自美国弗吉尼
亚州至洛杉矶转乘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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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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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美国纽约。该患者自美国纽约至洛杉矶转
乘航班（CA988），于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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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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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意大利布雷西亚。该患者自意大利布雷西
亚至米兰转乘航班（NO946），于2021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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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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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例无症状感染者，中国籍，近期居住
地为意大利罗马。该患者自意大利罗马至米
兰转乘航班（NO946），于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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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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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例无症状感染者，意大利籍，近期居
住地为意大利罗马。该患者自意大利罗马至米
兰转乘航班（NO946），于2021年12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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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海关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鼻/咽拭子）结果为阳性。因患者年幼，暂
居南开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1月5日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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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7例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第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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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
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9234人，尚有1604人正在接
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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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1年12月19日（含）以来途经
河南省郑州市（除二七区、中原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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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抵津后14天医学观察。

新增具有2021年12月19日（含）以来途经河南省郑
州市二七区、中原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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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津前14
天具有上述旅居史则实施抵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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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流行病学调查后，涉及下述流行病学史：2021
年12月19日至2022年1月2日途经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
欧亚陶瓷有限公司，为新增感染者轨迹重合人员，参
照密切接触者管理，集中隔离管理周期结束时未满抵
津14天者，继续实施居家隔离至抵津后14天。

我市更新重点陆路口岸城市管控。中风险陆路
口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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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险陆
路口岸包括：吉林省延边市、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
黑龙江省东南部、内蒙古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内
蒙古锡林郭勒盟、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内蒙古包头市
达茂旗边境苏木（乡）满都拉镇、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
县、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新疆塔城地
区塔城市、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新疆乌恰县托
运乡、新疆乌恰县吉根乡斯姆哈纳村、新疆塔什库尔
干塔吉克自治县、西藏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西藏日喀
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
治县勐懂镇、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滇滩镇。

高风险陆路口岸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后14日
医学观察，并于第1日、3日、7日、14日实施核酸检测，高
风险陆路口岸新增以下地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麻栗坡县天保镇、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云南省普洱市江城哈尼
族彝族自治县康平镇、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傣族佤族自
治县、云南省腾冲市猴桥镇、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云
南省保山市高黎贡山。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1月4日18时至1月5日18时
我市新增7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6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到2025年，推动我市医疗机构设
立母乳喂养咨询门诊或孕产营养门诊的比例不断提高，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配置率达80%以上，所有应配备母婴设
施的用人单位基本建成标准化母婴设施，全市6个月内纯
母乳喂养率达到50%以上。昨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
我市将完善支持母乳喂养政策体系、服务网络、场所设
施，通过开展母乳喂养宣传教育、加强母乳喂养咨询指
导、构建母乳喂养支持环境等措施，提升母乳喂养水平。

我市将通过完善政策制度着力构建母乳喂养支持
环境。哺乳未满1周岁婴儿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
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天的
劳动时间内为哺乳期女职工安排1小时哺乳时间；女职工
生育多胞胎的，每多哺乳1个婴儿每天增加1小时哺乳时
间，哺乳时间视同提供正常劳动。

我市还将推进机场、主要火车站（包括高铁站）、商
场、旅游景区等大型公共场所加强母婴设施建设，经常
有母婴逗留且建筑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或日客流量超过1
万人的公共场所，建立服务功能适宜的独立母婴室。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生态城获悉，经材
料核查、碳排放计算，工行生态城支行获得天津排放权
交易所颁发的“碳中和证书”，成为生态城首家挂牌的银
行业金融机构“零碳网点”。

此前，工行自贸分行购买了114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用于中和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期间，工行生态城支行网点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
经核算，本次提前实施的抵消量大于预估碳排放量，实
现预先碳中和。

工行生态城支行营业部挂牌“零碳网点”，是主动落
实“双碳”目标的具体实践。生态城管委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生态城将加大对“零碳网点”经验的推广，带动区
域内有条件的企业加入到落实“双碳”目标的行动中来，
形成更广泛的引导和示范效应。

2025年我市公共场所

母婴设施配置率达80%以上

生态城银行业金融机构

首家“零碳网点”挂牌

日前，河西区陈塘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陈塘

庄社区医院，成为河西区首家创建社区医院的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社区医院的建设，标志着医院职能从以预防

为主到防治结合的转变，具备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

门诊以及住院诊疗综合服务能力，形成“小病在社区，大

病去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格局。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