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样小年暖人心

津南区以外 均为低风险
葛沽镇、小站镇、双林街道等七个街镇全域解除防范区管控 快马加鞭 有条不紊

天津生物医药企业力保生产进度助力“双战双赢”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根据我市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
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等
工作要求，经市防控指挥部研判，并经市
防控领导小组同意，昨日我市调整有关区
域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

自1月25日12时起，将西青区大寺镇
宇泰家园C区、津南区咸水沽镇同泽园由
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将西青
区大寺镇宇泰家园（不含C区），王稳庄镇

盛泰园；津南区辛庄镇碧水世纪园，咸水
沽镇春福里（津九轩小区）、众惠里、水岸
华庭、鑫洋园，八里台镇尚湖苑、丽湖苑，
北闸口镇尚礼园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
风险地区。我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调整后我市高风险地区为：津南区辛
庄镇林锦花园、林绣花园、鑫昱花园、上悦
花园、首创星景苑、鑫旺里、义佳花园，咸
水沽镇丰达园、龙湖紫宸，双港镇欣桃园。

调整后我市中风险地区为：津南区辛
庄镇上东苑、汀芳花园、汀兰花园、昕盛

里、鑫庭花园，咸水沽镇东旺家园、宝业馨
苑、博雅花园、合力园、金才园、金芳园，双
港镇李桃园、柳景家园、仁和园、仁永名
居、善和园。

我市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形势，适时
调整有关区域风险等级。

又讯（记者 徐杨）自1月8日以来，截
至25日18时，津南区累计报告本土阳性感
染者348例，21日实现社会面“清零”，已连
续四天新增病例数为个位数。至1月25
日，津南区区域内有25个封控楼、13个管控

小区符合解封条件。
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根据当

前疫情的发展趋势及风险研判，为落实更
加精准、科学的防控策略，从1月26日 0时
起，津南区调整区域内封控区、管控区及防
范区范围。其中调整防范区范围如下：葛
沽镇、小站镇、双林街道、双新街道、海棠街
道、北闸口镇、双桥河镇全域解除防范区管
控，八里台镇除双兴东里防范区以外区域解
除防范区管控，双港镇、咸水沽镇、辛庄镇部
分区域调整为防范区。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昨日，全市9家
邮政、快递企业车辆驶入津南防范区，将
前期积压滚存在各企业分拨中心的邮件
快件运至指定场地进行分拣、投递，标志
着津南区邮件快件寄递通道已“打通”，邮
政快递服务恢复运营。

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9家邮
政快递企业于24日晚获得《天津津南抗
疫通行证》，允许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有序出入津南防范区。

津南区寄递服务恢复

赵友华同志逝世

本报讯 原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天津市土地管理局
局长、党委副书记，天津市政协第十届常委、城建环境委主
任，退休干部赵友华同志，因病于2022年1月22日5时56
分去世，终年84岁。

赵友华同志遗体已于1月24日在天津市第三殡仪馆
火化。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天，我市本轮本土
疫情确诊患者又有42例治愈出院，其中包括
36名成人及6名儿童，最小的孩子仅有2岁。

据市儿童医院派驻海河医院医疗队
队长翟嘉介绍，这名2岁患儿因家庭内部
聚集性传播导致发病，其父母均感染了新
冠病毒。入院后，患儿病情一直比较稳
定，仅有流鼻涕、鼻塞等症状。因年龄较
小，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安排患儿与父
亲在同病区共同治疗。

42例患者昨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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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国惠

“好样的！”“欢迎回家！”1月25日下
午，天津金桥国际宾馆，掌声、欢呼声交
织在一起。
“出列！支援津南！”随着市委一声

令下，连日来，市委组织部先后从市级
机关、事业单位和有关区选派5300余人
组成突击队，开赴津南主战场。

作为其中一员，和平区委组织部组
织二科科长王迪与128名和平社工先锋
队员进驻到津南区辛庄镇，他们不分昼
夜、不惧严寒，有时一干就是15个小时。
“大家只有一个想法：跟病毒赛跑，

关键就得快。”王迪说：“全员上岗、连续
作战，还得克服天寒地冻等困难，没有
信仰，恐怕很难坚持下来。”

撤离津南区后，那一幕幕并肩作战
的情形，依然能在王迪眼前清晰浮现。
“今后，我们会继续发扬这种忠诚、勇
敢、坚韧、团结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
再创佳绩！”他说。

同样进驻辛庄镇的，还有一支由

236名社区工作者组成海河之北的铁军。
“他们中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工

作多年的业务骨干，还有新婚燕尔的伉
俪，大家不惧风雪、勇挑重担。”河北区委
组织部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骆钢说，最
终，经过7个昼夜的艰苦奋战，他们圆满完
成任务。
“在疫情大考中，我看到了最美的社

区工作者、最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最感人的
天津故事。”骆钢说：“那些义无反顾、义不
容辞的英雄豪迈，那些守望相助、无私奉
献的真情大爱，将时刻激励我砥砺前行。”

出发时，他们带上了家人爱的叮咛；
抵达后，他们全部倾注给了津南百姓。
“在穿上防护服变成‘大白’那一刻，

我就意识到责任在肩，使命光荣。”市老干
部活动中心党员干部张宏进驻咸水沽镇
鑫洋园后，练就了一种“功夫”——醒来说

走就走，躺下沾枕就睡。
“这场仗，我们打赢了，这就是中国力

量和中国精神。”张宏很自豪：“今后，一定
要继续发扬这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在
老干部工作中用心用情、精准服务，让党
放心、让老干部满意。”

在这场等不了、输不起、必须胜的疫
情防控阻击战中，这些“援军”苦战多日，
最终不辱使命，载誉而归。
“我家没有饮用水了！”“菜没了，怎么

买呀？”“救命药没了，这可怎么办？”初到
咸水沽镇同泽园小区，天津中医药大学22
名教职工每天为居民日常生活“把脉问
诊”，随着防疫工作稳步进行，辖区由封控
区调整为管控区，他们又扛起雪铲、扫帚，
清理积雪，雪过天晴，疫霾散去，他们胜了
病毒，暖了民心。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副

院长章明星说，这场战役，让他们增强了
信念，锤炼了意志，提升了能力，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继续发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
礼的精神，不断弘扬中医药文化，为人民
的健康事业贡献力量。

一批批英雄，一个个勇士，他们逆向而
行，为战而歌。一幕幕壮举，一次次坚守，
他们勇毅前行，向战而生。
“派你支援津南，有没有困难？”“没有，

保证完成任务！”出征前，市医保局党员干
部李春辉和12位同事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主要负责汀兰花园、上悦花园7栋

楼600余户生活物资配送，协助1300余人全
员大筛查。消毒、识别、检测、登记……有时
候跑一栋楼下来，就浑身湿透了。”李春辉
说，连日来，他们累计送货2000余件，无一差
错，没一人叫苦叫累。
“23日，接到撤离通知，我知道，我们胜

利了。”李春辉说：“津南百姓的一声声‘谢
谢’，一句句‘加油’，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作为新时代的医保人，要纾民困，解民忧，暖
民心，唯其如此，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无坚不摧。”

不辱使命，他们从津南凯旋！

津南区主干道路新年彩灯基本布置完成，道路车流开始增多。 本报记者 张磊 摄烟火气回来了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 本报记者 张璐

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打造“1+3+4”现代工业产业体系的重
点产业之一，也是在制造业立市中打造“一主两翼”产业创新格
局的两“翼”之一。自本轮本土疫情发生以来，我市生物医药企
业周密部署筑牢安全防线，在遵守抗疫要求、保证员工安全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保证了生产进度，快马加鞭，有条不紊。

康希诺 开足马力推进疫苗有序生产

凌晨2时，康希诺生物股份公司位于经开区西区的工厂依
然灯火通明，在流脑疫苗和新冠疫苗两条生产线上，工人们紧张
有序地忙碌着。康希诺生物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宇学峰博士表
示：“疫苗企业作为防疫战的后方部队，有序推进生产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康希诺生物生产、质量等部门的百余名
员工同时奋战在防疫前线，组建了新冠疫情防控小组，协调防控
与生产。企业后勤保障部门对餐厅进行了临时改造，并购置床
铺和生活用品，小组成员“寄宿”在公司，加班加点，确保生产任
务如期完成。

目前，康希诺生物依托其病毒载体技术平台开发了吸入用
腺病毒载体新冠疫苗克威莎，向全球提供应对新冠病毒变异株
的创新方案。此外，康希诺生物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CRM197载体）已于
2021年底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成为我国首个且
唯一覆盖A、C、W135、Y四种血清群的流脑结合疫苗，填补了国
内尚无四价流脑结合疫苗的空白。

康希诺生物正在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生产，开足马力，确保
各项订单如期完成。

盛实百草 开满打足百分百达产

在盛实百草药业有限公司位于滨海高新区的工厂，浓浓的
药香飘散在厂区每一个角落。面对突发疫情，盛实百草多措并
举筑起“防疫线”，保证“生产线”，确保防疫、生产两不误，全力以
赴做好疫情防控和生产保障双重工作。
“为保障防疫急需中药产品的充足供应，盛实百草及时调

整生产计划，优先安排抗疫产品生产，在保证员工防护安全的
前提下不停产。”盛实百草常务副总经理陈延国表示。盛实百
草员工夜以继日，全力保障企业切裁线、切制线等8条生产线
全面开启、连续正常运转，确保盛实百草按计划进行生产。同
时盛实百草强有力的库存优势，也保障了盛实百草的正常生
产运营。

全市社会面“清零”后，盛实百草坚持实施常态化疫情防控
方案和疫情应急预案相互辅助双运行机制，所有生产线开满打
足，实现了百分百达产。“盛实百草2021年年产值12亿元，2022
年年产值预计将显著增长，为社会输出更多优质中药材及饮
片。”陈延国表示。

红日药业 加班加点满足全国需求

时值岁末，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武清区的厂区
依然非常忙碌。天津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后，红日药业中药
配方颗粒生产线继续加班加点，供应国内城市抗疫一线。
“面对疫情，企业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紧急安排生产、调

剂、中台、物流等相关系统人员，按照要求出品中药配方颗粒
预防方，捐助疫情防控一线。”红日药业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红日药业生产部门将预防方剂所需的中药配方颗粒7个
品种作为最紧急品种需求，临时调拨6条生产线，进行24小时
倒班制生产。
“除了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线，红日药业化学药品、医疗器械

等生产线也正在按照原计划进行生产，满足全国各大医院和民
用的诊疗需求。”该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曲晴

“真没想到，小年儿这天还能吃上热
乎饺子！”昨天，水上公园景观管理中心王
浩丞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来津南区支援战
“疫”的这几天虽然辛苦，但是也有很多感
动瞬间。

昨天下午，王浩丞从辛庄镇星景苑社区
31号楼楼上给居民转送完生活物资，回到了
楼下每天值岗的帐篷里，发现帐篷内的椅子

上放着一个层层包裹好的保温餐盒。当他和
队员们把餐盒带回驻地，天已经黑了，打开
后才发现盒子里是包着好几层保温袋的饺
子。原来是31号楼的居民送的，在餐盒上
面，还贴着一个便利贴，写着“谢谢你们一直
守护着我们！”这份热乎乎的饺子，代表着大
家的辛勤付出得到了社区居民的认可。
“咬一口，真香！”王浩丞说，“天寒地

冻，但这份热饺子温暖着我们的心，再苦再
累都觉得值。”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小年儿接‘福’是个好兆头，没想到
平时工作忙，好几年没买过糖瓜了，今天
居然在隔离点吃上了，工作人员太贴心
了！”红桥区铃铛阁街道一隔离点内，市民
张先生接过“福”字、糖瓜以及糕点等工作
人员精心准备的礼品，感动地说道。
“二十三，糖瓜粘”。为了让隔离人员

感受到春节临近的喜庆氛围，红桥区组织

开展“新春送福暖心”行动，把千份“福”字、
糖瓜等暖心礼物送到辖区各个隔离点中，
通过工作人员转交给集中隔离人员，做到
隔离不隔爱、温暖一直在。

据了解，红桥区送出的千张带有浓
浓墨香的“福”字，均出于区书法家协会
会员们之手。1000 份甜蜜酥脆的糖瓜
则来自红桥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马家熬糖”第六代传承人马彪的
捐赠。此外，为丰富隔离人员精神文化
生活，红桥区图书馆还为大家准备了内
容丰富的电子图书，供大家在隔离期间
免费阅读。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昨天11时30分，在宁河区一处隔离点，
工作人员进行了消杀后，把蛋糕等礼物送到
了隔离带内，另外2名工作人员把蛋糕等礼物
送到楼道口，再由2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
送到隔离区日常送餐处……他们接力送的这
份生日礼物，是专门送给隔离点内的一个4岁
小朋友馨馨的，她的生日恰巧在农历小年，当
孩子母亲把蛋糕、书包等礼物送到馨馨面前

时，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工作人员朱秋生说：“当我们了解到有

个4岁小孩生日是在小年儿这天的时候，大
家决定要给孩子送生日蛋糕和礼物，让她有
个美好的回忆，愉快地度过隔离期。”隔离点
总指挥陈仪介绍，在生日前一天，隔离点工
作人员还为孩子母亲送去了气球和窗花，提
前布置环境，让孩子能感受到生日氛围。
“这里的工作人员特别好，除了赠送生

日礼物外，还专门为馨馨爸爸、大伯、奶奶建
了一个群，通过群视频，家人和工作人员们
一起给孩子唱生日歌，女儿这个生日过得特
别温暖！”馨馨妈妈说。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为保障春节期
间蔬菜市场价格平稳，在前期推动重点批发市场加大货源组织
的基础上，1月26日至2月7日期间，我市将投放部分政府储备
大白菜，其中，今日计划投放110吨。

政府储备菜将通过华润、物美、人人乐、大润发、宝坻劝宝、
宁河家乐、津南供销万家以及食品集团商贸有限公司的8个连
锁超市投放，共86个网点，统一设置“市政府储备菜投放点”标
识。据了解，本次投放的大白菜价格不高于1.1元/斤，我市相关
部门还将根据市场实际需求，对投放工作进行适时调整，发挥储
备菜的保供稳价作用。

今起投放政府储备菜保春节市场供应

白菜投放价不高于每斤1.1元
小饺子大温暖

接“福”吃糖瓜 4岁小朋友的难忘生日

昨天傍晚，天津理工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在老师陪同下，来到市第一中心医院水西院区，为

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和健康监测的孩子们送去自己漫画制作的年历和装着糖瓜的福袋。

本报记者 姜凝 姜宝成 通讯员 于晓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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