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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38例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日前记者获悉，国
家会展中心二期工程建设正全速推进，计划
今年年内全面完工。

近日，记者来到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二
期工程的建设现场。站在南广场，阳光下的
展馆和中央大厅庄严而宏伟。近处，建设者
们正忙着进行南侧喷泉施工，喷泉两侧整齐
地码放着白色石材。透过中央大厅的玻璃
幕墙，可以看见大厅里正在进行机电施工的
人员。
“二期工程和一期工程有很多相同点，

比如有16个展厅，有贯通东、西区的交通连
廊，有中央大厅，但二期工程也有很多自己
的特色：南侧有2座人行天桥，中央大厅增设
了国家会议中心，32个伞柱变成了36个伞
柱。”中建八局国家会展中心二期项目总工
程师刘飞介绍，一期工程的建筑面积约为48
万平方米，二期工程接近60万平方米。

眼下，二期工程建设快马加鞭。刘飞表
示，展厅和连廊部分的屋面、幕墙已封闭完
成，正在进行室内装修；中央大厅的主体结构
已于今年年初完成，正在进行附属结构施工；

地下室正处于粗装修阶段；东入口大厅正进
行装修施工；室外绿化、道路已完成大半……
“现在很多工序正在穿插进行。”站在二

期工程建设速度最快的N17展厅内，刘飞指着
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起来，“穿绿色马甲的是地
面施工工人，穿橙色马甲的工人在进行粗装
修，穿黄色马甲的工人负责机电安装。”

建设规模如此之大，投身项目的建设者也
多达3000人左右。据了解，随着5月装饰装修、
机电安装工作的全面铺开，按照计划，国家会
展中心二期工程的建设者还将陆续增加。

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如何在防
疫的同时确保建设进度？记者提出疑问。
“我们把很多工作做在前面，材料方面和

厂家积极对接、反复沟通，一家不行赶紧换另
一家；劳动力方面也是提前联系施工人员，做
好做足查验工作，尽量保证人员、材料按时进
场，不影响正常的施工速度。”刘飞说，“好在
有了一期工程的很多经验，我们的工作也更
有计划性和前置性。通过不断总结工法，我
们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力争实现年内全面
完工的工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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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判，并
经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自2022年3
月24日起，将我市北辰区天穆镇辰美雅苑
3号楼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将我市河北区
光复道街万爱情侣主题酒店（建国道1号
龙门大厦）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将我市河
西区天塔街清海湾大众浴池、西青区精武
镇“和光尘樾”一期建筑工地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我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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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宋琨 刘芳

3月22日9时，一家占地300平方米的超
市在静海区朝阳街道金海园小区（北区）
低调开张。这个超市颠覆了传统的店面
经营模式，所有物品露天摆放，价廉物美、
一应俱全。

3月21日，金海园小区（北区）被划定为

封控、管控区。据小区居民郑世荣介绍，这
个超市是3月22日早上突然出现的，在楼上就
能看到身着防护服的员工穿梭其中。“小超
市开得特别及时，而且东西挺全还不贵，菜、
蛋、肉都很新鲜，为居民提供了很大的便
利。”人性化的服务使得小区居民频频点赞。

据介绍，3月21日，静海区朝阳街道金海
园小区发现疫情后，静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
紧急调度，静海区商务局收到指示后，对接

联系本区保供企业——静海百业商贸有限公
司立即启动应急保供预案。

当晚，机关、企业分头行动。静海区商务
局与朝阳街道、金海园社区对接超市建设事
宜及水电等基础设施的同时，百业商贸公司
员工连夜在金海园小区内搭建货架和简易帐
篷，并向内运送物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应急保障超市最终成型。
“静海区的保供企业发挥着各自的能量，

针对不同情况，探索出‘线上+线下’、车辆配
送、定点配送、预约配送、超市配送等多种方
式，为全区人民特别是封控、管控区的居民提
供生活保障。”静海区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康学知说。

本报讯（记者 万红）为做好疫情防
控，保障我市交通运输安全，市交通运
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按照疫情防控相
关要求，将科技手段和日常执法检查相
结合，加强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
督促检查，涉及出租汽车、公交客运枢
纽、轨道运营站点、高速公路收费站服
务区等多个交通运输重点领域。近一
个月来，执法部门已累计检查巡游车、
网约车1826部次，覆盖30余家出租车行
业企业平台，检查高速公路收费站和服
务区916次，检查6个交通运输工程标
段。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发
布提示，严格落实防疫措施阻断疫情传
播渠道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共同的责
任和义务。交通运输行业各单位要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共同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车里就我和乘客两个人，我想着

等看到执法人员检查时再把口罩拉上
来，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日前，车牌
号为津E24XXX的出租车驾驶员拿到了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通过信
息化手段筛查取证后发出的“不按规定
规范佩戴口罩”罚单，看着手中的罚单，
他懊悔万分。

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在近期检查中，通过运
用信息化手段，已发现58名出租车司机
运营期间未按规定佩戴口罩并立案处
罚，发现1名驾驶员未按规定接种疫苗已
通报相关部门推动落实。同时，执法队
员还发现露文出租汽车公司存在疫情
防控制度不完善的情况，并督促整改；
发现天津国汇兴客运公司津AQ28XX客
运车辆存在站外揽客违法行为，已第一
时间对该车辆采取强制措施。此外，
执法队员还针对长深高速津南服务
区、京津塘高速东丽服务区服务人员
未戴口罩且入口人员扎堆、一米线制
度未落实等情况督促相关运营公司及
时整改完毕。

本报讯（记者 陈璠）近日，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
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正式开通运营，标志着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匈塞铁路取得重
大进展。据悉，天津港保税区企业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
限公司参与了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全线设计工作。
随着该段铁路开通，塞尔维亚第一大城市贝尔格莱德至
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间的运行时间由90分钟压缩至30
分钟。

匈塞铁路全长341.7公里，其中塞尔维亚境内长183
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此次开通运营的匈塞铁路塞尔
维亚境内贝诺段，线路全长约80公里。该段铁路开通后，
列车最高运行时速由原来的40至50公里提升至200公里，
不仅提高了铁路通道客货运输能力，便利了沿线民众出
行，同时对促进沿线旅游资源开发、城市化建设和打造
中欧贸易国际大通道、助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税区企业助力匈塞铁路建设

打造中欧贸易国际大通道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华东师范大学与天津滨
海新区经开区管委会在线上进行了合作办学签约，华东
师范大学附属天津泰达学校落地滨海新区经开区。这
所新学校的落户将进一步提升滨城核心区的基础教育
水平，与天津茱莉亚学院、耀华中学滨海学校、泰达岳阳
道小学一起构成滨城核心区的“名校矩阵”。

此次落户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津泰达学校地处
经开区天碱板块，是华东师范大学在京津冀地区的首次
布局，也是目前该校“最北方”的合作办学项目。学校为
全日制公办学校，分为小学部和中学部，一期为小学部，
建筑面积约4万平方米，预计将于2022年5月启动建设，
2024年9月正式开学，规划办学规模为48个教学班。
“华东师大将通过核心校长等高层人员派驻、常态

化学校师资培训、课程系统搭建与优化等途径，全程深
度介入办学过程。”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介绍。
记者了解到，初步计划，此次合作校的拟任校长陈珍国
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特级教师、特级校长，华
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主持并参与3所示范性高中创
建和1所上海市示范性教育学院创建。

华东师大附属天津泰达学校落地新区

构建滨城核心区“名校矩阵”
从3月24日起

我市调整相关区域风险等级

严查交通运输行业
疫情防控落实情况

近一个月累计检查

巡游车网约车1826部次

小区因疫情被封控 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应急保供预案

一夜之间 小区多了家“露天超市”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做了16年中式婚庆主持人，见证了
一对对新人的海誓山盟。疫情防控期
间，他自告奋勇做起转运司机，专门运送
核酸采集箱，最忙的时候连续工作40个
小时。他说：“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
事，应该的。”

他叫赵鑫。朋友们每天必看他的朋
友圈，里面有白衣执甲的护送、有语重心
长的提醒，更有乐观诙谐的憧憬。这是他
最近几天的朋友圈——

3月16日，一身防护服，打出字幕：招聘
核酸采集箱转运司机，志愿服务，有面包

车、金杯车的朋友们，需要你们伸出援手，为
大天津贡献一份力。

3月17日，穿着一身“大白”的他举着饮
料，配音“今天晚上得连轴转了，全身防护不
敢脱，随时待命出发一线”。时间是晚上11点
16分。

3月18日，短视频配音“封控区，核酸转
运。已经半宿了，再坚持坚持天就亮了”。

……
今年元旦过后，赵鑫看到某平台招募

志愿为河东区运送核酸采集箱的司机，他
毫不犹豫地开着自己的金杯车加入进
来。春节期间，他几乎一天没歇，每天早
上六七点钟就驱车到隔离点，将封好的核

酸采集箱送往空港和市内的几个核酸检
测基地检测。

奔波于隔离点和检测点之间，所有的司
机志愿者都是全程穿戴着防护服、眼罩、鞋
套，每天工作完成，消杀完毕再回家。
“家里的老人、媳妇和孩子都很支持

我。”赵鑫说，这算不得辛苦。据他所知，志
愿转运核酸采集箱的司机共有70多人，他们
中有的住在宝坻区、蓟州区，来回一百多公
里，经常夜里3点来钟就出发了，到市里是早
上5点左右。

从元旦到现在，赵鑫只主持了一场婚礼，
那是3月12日，疫情有所缓和，所有参加婚礼
的人都严格做好了防护。当天，他在朋友圈
里发表感言：“脱下‘大白’，穿上期待已久的
蓝色‘战袍’，这份喜悦岂是开心二字能诠释
的！”小视频里，这个永远乐呵呵的婚礼主持
人眼里充盈着泪水——因为懂得，所以格外
珍惜。

婚礼主持小哥“变身”核酸采集箱转运司机

“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应该的”

本报讯（记者 徐杨 摄影 谷岳）昨天，家住红桥区
的陈医生顺利完成374毫升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我市第
301位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者。

陈医生是医院里的一名检验师。2012年，陈医生响
应市红十字会和所在单位的号召，志愿加入中华骨髓
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2021年年底，他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相合。

巧合的是，捐献采集期间正好是陈医生的生日，市红
十字事务中心特意为他准备了生日蛋糕。陈医生说：“这
是一个意义非凡的生日，它代表着‘重生’。以后每年过
生日，我都会想起有位朋友在某个地方健康地生活，希望
他康复后也能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2年3月24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961
件。其中：滨海新区2524件、和平区402件、河东区811件、
河西区803件、河北区641件、南开区925件、红桥区335件、
东丽区708件、西青区856件、津南区910件、北辰区1010
件、武清区837件、宝坻区910件、静海区939件、宁河区612
件、蓟州区683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
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
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
情况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
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我市第301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过一个代表“重生”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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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具有2022年2月22日至3月11日
（含）以来途经上海市（除闵行区华漕镇、浦
东新区康桥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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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内具有旅居史，
抵津后第3、5日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
阴性可解除管理。管理期间实施医学观
察，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前往商
场、餐厅等公共场所，强化个人防护。

调整具有2022年3月12日（含）以来途
经上海市（除闵行区华漕镇、浦东新区康
桥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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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核验制度，抵津前7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
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新增具有2022年2月22日（含）以来
途经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浦东新区康
桥镇，具有2022年3月8日（含）以来途经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的来津及返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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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
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前14日
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14天居家隔
离（同户同室）。

新增具有2022年3月5日（含）以来途
经河北省唐山市（除路北区、高新技术开
发区、古冶区、开平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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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内
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前14日内具
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
同室）。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

排查管控范围

韩家墅批发

市场做好暂停零

售业务后的市场

供应，图为商户

打包蔬菜、水果，

准备发往市内各

大超市和市场。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闫杨 摄

连日来，西

青区精武镇宽河

村防疫青年志愿

者团队每天一早

就投入到工作

中，帮助维护核

酸检测采样现场

秩序，默默坚守

岗位，为疫情防

控作贡献。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吕冬 摄

为加强疫情

防控，铁路疾控部

门每天对列车卫

生间、洗手池、茶

炉按钮、电控门扶

手等部位进行多

次预防性消杀作

业，为旅客营造

安全、温馨的出

行环境。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海浩然 摄

市场保供

列车消杀

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3月24日0时至18时，我市疾控部
门报告38名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
染者，其中确诊病例10例（轻型8例、普通型
2例），无症状感染者24例，尚未分型4例，均
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

自2022年2月24日至3月24日18时，我
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672例新冠肺炎阳
性感染者（其中截至3月23日24时已报告
634例）。

2月份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公布

本报讯（记者 曲晴）近日，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2月
份我市及各区环境空气质量状况。2月份，我市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3.67，同比下降27.3%；优良天数24天，同比
增加6天；优良天数比率85.7%，同比上升21.4个百分点；
无重污染天，同比减少1天。PM2.5、PM10、SO2、CO、NO2、
和O3浓度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37.3%、31.8%、20.0%、
17.5%、21.4%和9.7%。2月份，各区PM2.5浓度在26—
43μg/m3之间，优良天数比率在82.1%—92.9%之间。按照
PM2.5浓度、PM2.5改善率和优良天数比率排名位次数值各
占30%、30%和40%的权重进行排名，2月排名较好的区为
蓟州区、武清区和宁河区，较差的区为静海区、西青区和
滨海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