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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连日来，我市各行各
业在毫不松懈抓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开足
马力促生产、赶订单的同时，一批优质项目
也将目光投向津城。昨天，滨海新区迎来一
批企业集中落户，围绕智能科技、生命大健
康、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的12个优质项目集
体签约落地滨海—中关村科技园，为区域产
业发展升级再添助力。
“这次重点项目签约采用的是云签约形

式，落户企业包括白药健康互联网医院、北
方汉王、星蓝区块链运营及研发中心等12家，
所涉及的产业将对园区乃至区域产业体系
的补链、强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不仅有
利于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也为区域发展注
入全新动力。”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办
公室主任陈强介绍。

对于这次落户，元和机器人（天津）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赵海川直言：“我们是一家聚
焦新一代焊接机器人与智慧工厂创新研发
的高科技企业。滨海—中关村科技园浓厚
的创新创业氛围、滨海新区乃至天津在相关
产业上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以及优质的营商
环境对我们都很有吸引力。”他说，这次企业
将总部和研发中心同步落户，直接拿下两栋
办公楼，面积共有2000平方米左右，已经装修
好了，春节之后就能入驻办公。“人还没过

来，我们就已经跟园区里另一家产业链上的
企业谈好了合作。我们对未来在天津的发
展充满信心！”

在昨天的云签约活动中，泰达产发集团
还与北京中关村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启
动了中关村科技服务生态雨林基金。“基金
一期总规模为3亿元，将有不少于70%的资金
投向京津冀地区。”天津泰达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傅鑫说，基金的投资对象主
要聚焦支撑高精尖产业发展的科技服务专

业机构或机构链接的优质服务对象，将提供
全周期、管家式、一站式的科技服务，泰达产
发集团也将以此为基础，吸引更多在京科技
服务资源向滨海新区延伸，促进区域营商环
境优化。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在严格落实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的大前提下，我们一方面想
方设法帮助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秩序，一方
面不断吸引新资源、引育新项目，持续增强
区域发展活力，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战双赢’。”天津经开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经开区已为康希诺、鸿富锦、
康师傅等上百家企业发放了500余张通行证，
确保企业防疫做到位、运输不受阻，确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

12个重点项目云签约落户新区
对未来在津发展充满信心 助力区域产业发展升级 本报讯（记者 王睿）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我市

启动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城镇燃气安全排查
整治和重点时期安全生产排查整治三项重点任务，让各
类隐患“见底清零”，确保全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我市自今年1月起开展为期1年的危险化学品安全风
险集中治理，对照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安全生产责任不
落实等突出问题和生产储存、交通运输、废弃处置、化工
园区4个环节、28项重大安全风险开展排查治理。

同时，我市将开展为期1年的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
治，重点对燃气经营、餐饮等公共场所的燃气，居民小
区、乡村的燃气，燃气工程、燃气具等燃气源头，燃气管
道设施等安全方面开展全链条、全过程、全覆盖排查整
治，全面排查燃气管网和涉及燃气的各领域安全风险隐
患，摸清底数、健全台账、强化措施，整改治理一批重大
安全隐患、依法严惩一批非法违法行为、关闭取缔一批
违法违规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联合惩戒一批
严重失信的市场主体、问责曝光一批责任措施不落实的
单位和个人，合理优化燃气充装站、配送站等布局。

从现在起，我市还将开展为期2个月的重点时期安全生
产排查整治行动，结合我市正在进行的冬春火灾防控百日
行动、城镇燃气安全排查整治等，重点对危险化学品和烟花
爆竹、交通运输、森林防火等方面，港口、铁路、民航以及城
市供热、供水等行业领域和场所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

市安委会办公室将组成8个组，赴16个区和相关市级
部门开展督导推动，对重点时期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动
员部署情况、企业落实情况等进行督导检查，推动各区、各
乡镇（街道）、各相关部门及企业，对一般隐患立即整改、较
大隐患限期整改、重大隐患督办整改、反弹隐患持续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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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5
日（含）以来途经北京市南苑街道，
2022年 1月20日（含）以来途经上海市
奉贤区奉城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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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具有旅居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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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

排查管控范围

■ 本报记者 姜凝

贴窗花、贴福字……1月25日是农历小
年，中国民航大学为暂时留校的师生准备
了有天津特色的礼物，宿舍里、校园中，洋
溢着喜庆的过年气氛。
“熊老师敲门说查宿舍，开门一看竟

然有新年福袋，挺惊喜的！”中航大空管
学院学生何昀臻开心地说，看到具有天
津特色的新年礼包，吃着糖瓜，再听老
师讲年俗，“学校在用心为我们营造家
的氛围，心里暖暖的。”
“栗子是天津特色小吃，我给孩子们

准备一些，希望他们新的一年得到更多鼓
励、获得更多动力、不断提升能力！”何昀
臻口中的熊老师——辅导员熊国庆说，自
己刚到天津就读时，老师就带他品尝过很
多天津小吃，现在，他也想通过这份津味
儿特色礼物传递温暖。

师生们吃着栗子和糖瓜，话着家常，
展望着新春。在该校外国语学院，同学们
每人收到了内含薯片、瓜子、话梅、巧克力
等的专属礼包袋和一箱牛奶，让留校同学

过个甜甜蜜蜜的春节。
“春联、剪纸、福字一贴上，屋里一下就

有了过年的感觉！”外教埃里克收到学校精
心准备的慰问品后说，这是他在天津度过
的第3个春节，虽不能回国与家人团聚，但
可以体验中国年节文化的魅力。

傍晚时分，学校食堂还准备了免费
的水饺，让留校师生们“吃着饺子过小
年”。校园里的灯笼、中国结开始装点
起来，线上联欢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
备着……

排查整治危化品安全风险、
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时期安全生产

确保各类隐患“见底清零”

1月24日18时至1月25日18时
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① 昨日，正值农历小年，天津科技大学为留校学生开“小灶”，免费提供饺子，让学生

们感受浓浓的春节气氛。 本报记者 谷岳 通讯员 刘绍帆 摄

② 昨日，中国民航大学的师生们共同布置宿舍，年味儿满满迎接新春佳节。

本报记者 谷岳 通讯员 庞杰 摄

在校过小年 满满家的味道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24日18
时至月25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轻型，均为中国籍，无症状感染者转归1例，日本输入1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506例（中国籍456例、菲律
宾籍11例、美国籍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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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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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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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例，在院23例（其中轻型8例、普通型15例）。

第505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
感染者（境外输入，中国籍），昨日出现腹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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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在海河医院治疗。

第506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国籍，近期居住地为
日本。1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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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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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4日18时至25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累计478例，尚在医学观察6例，解除医学观察
410例，转为确诊病例62例。

经市级专家组讨论，境外输入第427例确诊病例、第
443例确诊病例、第455例确诊病例、第479例确诊病例、第
485例确诊病例、第502例确诊病例均符合出院标准，于昨
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境外输入第479例无症状感染者、第480例无症状感染
者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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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18时，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30974人，尚
有8547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1月
24日0时至24时，我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自1月8日至1月24日，我市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361例；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22例，解除医学观
察1人，尚在医学观察5例，转为确诊病例16例。

1月24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

做好离津查验 服务旅客平安回家
——优化人员离津管理首日记者直击春运一线

■ 本报记者 万红

“您好，请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健康码绿码，扫描场所码……”昨天上午
当记者来到天津站时，天津站客运车间客运
值班员高伟正逐一检查进站旅客离津所需的
“一证一码”。相比前几天，旅客有所增加，天
津站南进站口前排起了10人左右的队伍。
1月24日晚，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

知，优化人员离津管理，我市封控区、管控
区、防范区以外人员，确需离津的，持“一证
一码”，也就是天津健康码“绿码”、48小时
核酸阴性证明可正常离津，不需开具离津
证明。

“到火车站一看，果然如此，现在就等着
上车回家了。”一位准备乘车前往太原的旅
客说。记者在车站二层高架候车厅内看到，
每隔不远就树立有“佩戴口罩，分散就坐”的
提示牌，也时常有工作人员进行消杀作业。
“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滨海站等车

站都在进站口严格落实相关防疫政策，查验
离津‘一证一码’，并扫描天津场所码。这两
天车站普速列车旅客量有所增长，天津站日
均2万人次左右。我们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
项措施，同时，春运服务质量不会‘打折’。”
天津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王轩介绍。
在我市另一大交通枢纽——天津滨海

国际机场，这两天的出行旅客也有小幅增
长。“根据最新防疫部署，我们立即调整保障
方案，从今天一早就增加了现场工作人员，
及时引导分流旅客，避免聚集。”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客运部综合办公室主任叶昕说。

记者了解到，不仅客流量有所回升，连日
来，随着我市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各大航空公司也在计划陆续恢复在津进出港
航班。海航旗下天津航空昨天就发布信息，
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前提下，近期
有序恢复天津进出港航班。1月26日起天津
航空预计相继恢复天津至贵阳、昆明、三亚、
大同等13条航线航班。
专为老年旅客开设的“夕阳红”值机柜

台、循环播放的防疫宣传提示、随处可见的
免费消毒洗手液……临近春节，机场针对春
运老年旅客及儿童旅客较多的特点，推出专
属服务。“比如，针对老年旅客的预留舒适座
位、行李帮扶、发放温馨导乘卡、航班延误协
助退改等服务；针对儿童群体的无人陪伴照
护、线上家长反馈等服务。这个春节，我们
既要做好离津查验，也要服务旅客平安回
家。”叶昕说。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