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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自4月6日正式进驻上海新国
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以来，我市援沪医疗队 1500 余
名医护人员连日来持续“奋战”，医疗救治工作稳步
高效推进。4月13日，我市医疗队接管的病区大批患
者达到出院标准，顺利康复出舱，出舱人数再创新
高。出舱时，大家除了喜悦，说得最多的就是“感谢天
津医疗队！”

4月13日上午9时，市环湖医院援沪医护人员接管
W5舱后，迎来了首批308名患者顺利出舱。为了保证患
者出舱的顺利对接，该院领队陈博年早早来到室外对
接、引导前来的转运大巴，在出口处按照名单仔细核对
每名出舱患者信息，确保每名患者都拿到了出舱证明。

就在患者们等待转运车的时候，护士李雅璐发现康
复者中有一名藏族阿姨不会说普通话，没法确认其家人
已经做好迎接回家的准备。她立即找来队友杨福雪商

量对策，两个人反复比划，好不容易让阿姨明白要给她家
人打电话，最终顺利通话确认家人已经知晓。

市儿童医院援沪医护人员负责的N1病区共有759名
患者，4月13日首次迎来268名患者出院。前一天晚上，队
员们通宵核对出舱患者信息，并叮嘱他们出舱后的注意事
项，为患者出舱做足了准备。出舱当天，队员们做好转运
对接、物品消毒打包、终末消毒等工作，马不停蹄地保证患
者们顺利出院。
“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的孩子比较小，谢谢你

们这么多天的照顾！”“虽然我出院了，但是我会一直记得
你们！”临别前，患者们纷纷向队员们表达着谢意，有的深
鞠一躬以表感激。

医大肿瘤医院援沪医护人员负责的N2方舱C区共有
500张床，经过妥善治疗和连续监测，334名患者各项指标
达到要求，4月13日正式康复出舱。“前两天我们就接到确

认通知，可以开始筹备患者出舱工作。”该院领队张庆芬介
绍，“为了确保出舱工作顺利完成，大家集思广益，商讨制定
出舱及消杀流程，根据实际分工、岗位班次增派及调整人
手，提前协助预备出舱患者扫码填报信息。”

考虑到出舱人数较多，为快速有效沟通及解释，缓
解患者们出舱前的紧张、焦急情绪，队员们特别制作了
出院温馨提示，张贴在舱内显眼位置并提前对患者进行
详细讲解，方便患者及时了解出舱后的日常生活和健康
防护。

患者们顺利出舱后，我市援沪医疗队医护人员又紧锣
密鼓进行消杀，给空床位更换床上用品，迎接又一批患者入
舱。“看到这么多康复者顺利出舱，我们都非常激动，不仅为
他们感到开心，更为今后帮助更多患者康复出舱增添必胜
的信心！”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加快患者收治、流转，为上
海战“疫”全力以赴！

“津”心守“沪”同心战“疫”
我市援沪医疗队接管诊区大批患者顺利康复出舱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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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起，
将我市西青区张家窝镇香榭园26号楼1门调整为低风险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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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昨日从市人民检察院获悉，河
东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原调研员梁敬（正处级）
涉嫌受贿罪一案，由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河东区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原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宋连
起（正处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由宁河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向宁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河东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梁敬作为国家
工作人员，利用担任河东区大直沽、李公楼拆迁指挥部

常务指挥，河东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便利，为
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
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宁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宋连起作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担任宁河县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的职务
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
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以上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分别依法告
知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讯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辩护
人的意见，依法保障了被告人各项诉讼权利。

天津检察机关依法对梁敬、宋连起提起公诉

■ 本报记者 刘连松 房志勇

本报持续关注的“14岁少年打赏主播一年花了
200万元”一案，目前有了最新进展，西青区人民法院
收到原告蔓蔓（化名）的撤诉申请，于4月8日作出准予
撤诉的裁定，这意味着主人公蔓蔓和网络直播平台方
的纠纷告一段落，至于双方达成何种和解协议，两边
均对记者三缄其口。

3月22日，本报报道西青区女孩蔓蔓状告上海一
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新闻。蔓蔓初次接触网络直
播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使用家
人账号打赏主播，当家人发现时，打赏金额已超200万
元，这些钱都用在了购买虚拟礼物打赏、抽奖等直播
活动当中。因前期家人与平台方就打赏金额赔偿问
题有争议，蔓蔓将平台方诉至西青区人民法院。3月
18日，此案在西青区人民法院立案，蔓蔓要求平台返
还所有打赏费用。3月22日，此案经本报报道后，在社
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相关部门和平台方的
高度重视。
“非常感谢媒体还有法律界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

关注，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教训深刻。”蔓蔓家
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平台方之一的“鱼耳直播平台”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感谢新闻媒体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公司会进一步加强和
履行平台责任，做好相关工作。平台高度重视青少年保
护，在禁止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消费、严惩诱导未成年人
消费方面，已设立护苗工作站，建章立制，并通过在审
核、注册及产品醒目位置设置举报按钮等一系列具体措
施加以落实。平台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平台主
播管理力度，在行业合规上发挥作用。

臻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李晶表示，近几年随
着网络发展，短视频、直播行业兴起，观看直播并打赏
已成为普遍现象，事务所也接到不少针对网络违规行
为的维权诉求。不仅是未成年人，成年人激情打赏、
高额打赏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此类事件的频发给许
多家庭带来了巨额经济损失，而维权退款普遍会遭遇
“找客服难”“客服推诿”“退费流程人为设置障碍”“时
间长”“退款难”等一系列难题。但由于大量的打赏虚
拟数据均保存在平台手中，所以在起诉维权时存在
“举证难”的情况。针对这类网络乱象，建议相关监管
部门加大对各类平台的监管力度，网络平台能肩负起

社会责任，以严格履行审查义务、提升技术手段等来
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家长作为监护人应当加强对
青少年的监管，予以正确引导。总之，网络中的娱乐
消费要理性对待。

本报相关报道刊发后，成为网友的热议话题，网
友们纷纷留言讨论。网友@猴哥说，随网线消失的
200万元家庭存款、孩子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家人的
愤怒以及艰难的维权，类似事件层出不穷，应该反
思，引以为戒；网友@风吹暮雪认为，监护人应该反思
在这个事件中的责任，监护人要引导未成年人合理
上网，不能任其发展；网友@量刃表示，未成年人直播
打赏确实该管管了，现在一些孩子不是在给主播打

赏，就是在成为主播的路上。这种做法，对自己不负
责，对社会也不负责。

稿件同时得到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南方日报》以
此事件为由头，关注直播打赏话题，呼吁平台应运用规
则、技术等手段，减少欠缺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非理性消费
者受到损失的可能；探索设置一定的打赏金额上限、建立
打赏冷静期延迟到账制度等。《楚天都市报》评论栏目“极
目锐评”认为，14岁女孩沉迷网络直播打赏，此案令人深
思。保护未成年人，靠法律撑腰，也要靠行政监管，必须
管住网络平台伸向未成年人的罪恶之手。同时还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呵护，家长更是要用心用情，为孩子的健康成
长提供保障。

原告蔓蔓撤诉 与平台达成和解

直播打赏案告一段落 引发话题持续发酵

《14岁少年打赏主播一年花了200万元》后续

�日前，我市和平区联合银行机构举办和平区数字
人民币试点应用场景推广启动仪式。和平区初步确定五

大道、金街区域商圈作为应用场景之一。图为工作人员

为市民讲解数字人民币的相关知识。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付昱 摄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您下载数字人民币App，注

册开通数字钱包，就可以选择绑定银行账户充值，会生成
一个支付码，就可以付款了。”昨天下午，“活力河西·数智
生活——河西区数字人民币试点启动仪式”在万象城举
行。一家家电商城的店员为市民演示了支付流程。

据介绍，河西区按照市场化、法治化、普惠化原则，
选取市文化中心等重点区域作为数字人民币落地应用
场景重点商业推广区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场景搭建，
实现了数字人民币的线下支付。
“对消费者、商户及中小微企业来说，数字人民币

支付确保了安全性，免除了手续费用，将在天津打造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过程中发挥助推作用。”市金融工作
局副局长王镇介绍。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至目
前，已有多名阳性感染者与重点地区来返津有关。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昨日再度重申，上海等重点地区来返津人员须主动报备，违者
将依法处理。

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重申，具有途经上
海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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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具前减少出行，
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
防护。抵津前14天内具有旅居史（含入境人员），实施抵津后7天居
家隔离（同户同室），抵津后24小时内、第3日（管理满48小时）、第7日
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解除管理。抵津前7日内具有旅居
史（含入境人员），实施抵津后7天集中隔离及7日居家医学观察，抵津
后24小时内、第3日（隔离满48小时）、第7日、第14日进行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解除管理。其他重点地区来津返津人员也要按照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严格落实报备、管控措施。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法》，若因报备不及时、故意隐瞒涉疫重点地区旅居史，造成疫情传
播，导致严重后果，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广大市民应密切关注疫情防控信息，做好个人防护，戴口罩、
勤洗手、常通风、不聚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配合做好公共场所测
温、验码，做到疫情防控意识和健康行为不放松。符合接种条件
的，应积极主动到辖区接种点接种新冠病毒疫苗，降低自身感染和
发病风险，共同筑牢人群免疫屏障。

西青区相关区域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重申

上海等重点地区来返津人员须依法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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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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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7件。其中：滨海新区2540件、和平区405件、河东
区815件、河西区806件、南开区929件、河北区641件、
红桥区337件、东丽区714件、西青区860件、津南区913
件、北辰区1014件、武清区843件、宝坻区911件、宁河
区617件、静海区941件、蓟州区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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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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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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4月6日（含）以来途经山西省太原
市清徐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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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出具
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得前往商场、市场等公共
场所，加强个人防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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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4月14日我市
疾控部门报告2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系上海来津
货车司机，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其中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轻
型1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

4月14日

我市新增2例阳性感染者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连日来，北辰区双街镇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志愿服务宣传小分

队上门入户，向老人们宣传新冠疫苗接种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必

要性，让更多老年人了解疫苗接种信息，推进60岁及以上老人疫

苗接种。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陈立兴 摄

昨日，东丽医院组织医务工作者参加无偿献血，以实际行动

彰显医者仁心，展示热血担当和奉献精神。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翟鑫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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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9、10）19:00剧场：猎
鹰1949（7—10）22:00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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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剧场：美丽谎言
（36）21:40剧场：非亲姐妹（1）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19:20
法眼大律师20:10男人世界
21:00二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探险日记》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突围》第31、32
集 齐本安在审计中查出
京州中福的一系列问题，
林满江把自己审批的违规
违纪条子全部收回，而石
红杏也面临着重大违纪违
规问题。牛俊杰对石红杏
的审查问题感到纠结，也
同时说出了光明花园大别
墅的事情……

天津卫视19:30

■《吃亏是福》第22、
23集 马唯民把东西搬进
了蔡师傅的房子里，包子气
不过想要好好整整马唯
民。端木璇找到了包子和
高燕，她问了蔡师傅回上海
的真正原因，包子说蔡师傅
回上海都是为了端木璇的
名声。高燕问了端木璇愿
不愿意跟蔡师傅在一起生
活，她说自己手续已经办好
了，要调回四川老家工作。
端木璇还说了当年高燕被
滑倒流产的真相，包子听后
要跑去找马唯民算账……

天视2套18:15

■《美丽谎言》第36
集疑神疑鬼的孙燕，终于
被凡凡房间传来的哭声吓
疯了。周玉如到程强家找
何莉莉诉说苦恼，何莉莉
却口无遮拦地告诉了程
强。程强和何莉莉的态度
激怒了周玉如，周玉如捅
破程强偷喝酒的事情。何
莉莉与程强大闹，孙燕的
事情也被揭穿。程强终于
说出真相：他才是杀死大
哥程毓的凶手……

天视4套21:00

■《非亲姐妹》第1集
结婚多年的卢月被诊断为
子宫内膜异位症，这意味
着她怀孕的可能微乎其
微，伤心的卢月电告丈夫
夏明宇此事，却没想到夏
明宇正和另一个叫冯依璇
的女人在宾馆鬼混，夏明
宇对卢月谎说自己在外地
出差。和夏明宇、卢月夫
妻住在一起的夏母一心想
抱孙子，为了让儿媳早日
怀孕，她找来各种怀孕的
偏方令卢月苦不堪言……

天视4套21:40

■《今日开庭》“各位
邻居大家好，我家在装修，
大家可以看看，各种建材
装修合适的找我都可以打
折。”如果在小区业主群看
到这样的消息，正打算装
修的你，是否会想去看
看？然而就是因为这样一
则广告，引发了一场意外。

天视6套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