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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4月21日0时至
18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无新增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4月21日0时至18时

我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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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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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52件。其中：滨海新区2547
件、和平区405件、河东区817件、河西区808件、南开区929件、河北区
641件、红桥区337件、东丽区714件、西青区863件、津南区913件、北
辰区1015件、武清区845件、宝坻区914件、宁河区618件、静海区943
件、蓟州区6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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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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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万红）前不久，“银川—天津港”一单
制海铁联运班列通道开通后的第二趟一单制班列，顺利
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货运中心南货场
驶往天津港。随后，班列上装载的50个集装箱共1300吨
双氰胺、盐酸盐、电极糊、聚丙烯、腐殖酸等货物，将在天
津港分别装船运往菲律宾、印尼、越南、印度、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地。

依托快速发展的环渤海内支线“天天班”船舶进一步
畅通“海侧集疏运服务通道”，推出“铁路集疏运解决方
案”，为内陆地区提供安全、便捷的海铁联运服务……今
年以来，天津港凭借海陆高效联动，在我市科学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打出全力以赴保障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的“组合拳”，也为今年首季迎来稳增
长。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天津港集团集装箱吞吐量完成
462.7万标准箱，同比增长3.5%，创历史同期最好成绩。

港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推进器”。作为
京津冀及三北地区海上门户，天津港助力区域经济“稳

中求进”的作用发挥得如何？位于产业链供应链各个节点
上的货主与企业最有发言权。在宁夏，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负责人刘先生说，“这次企业出口的赖氨酸、味精等货物搭
乘的就是‘银川—天津港’一单制海铁联运班列的第二趟
列车。”刘先生说，“把从前铁路、海运各管一段的两套单据
换成一张单子直管到底，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需要再到天
津找承运商，转运时间至少省了两三天，每个标准箱还能
再省800元至1000元的成本。”

相比刘先生，广东省佛山速航物流有限公司航线负责
人张艺珠在今年1月就尝到海侧集疏运服务通道的红利。
张艺珠告诉记者：“多亏了天津港的环渤海内支线‘天天
班’。我们从佛山发出的建筑乳液经天津港中转顺利运抵
河北省黄骅港，不仅避免了疫情防控期间陆运不确定性对

物流的影响，还提升了效率、降低了成本。”
“港口是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节点，也是

口岸‘外防输入’的首道防线。今年以来，我们积极应对疫
情对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
抓、两不误’，确保港口运营稳定、运转畅通，持续提升港口
枢纽作用。”天津港股份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孟宪文介绍。

天津港不仅推出海侧集疏运、铁路集疏港服务通道，
还主动为离津货车司机办理离津证明、设置核酸检测点，
并依托电子商务网，持续提供7×24小时港口业务线上受
理、支付、查询等便捷服务。同时，发力装卸及物流板块，
外拓市场、内挖潜力。一季度，成功开通直航澳大利亚“中
澳快航”新航线；开行“齐齐哈尔—长春—天津港”班列，开
通“银川—天津港”一单制海铁联运班列，海陆港铁联动不
断加强，运量同比增长20%以上。此外，随着天津港海嘉滚
装码头投产运营、京津物流园项目完成验收，天津港新增
50万辆商品车年吞吐能力及6万吨冷链作业库容，生产能
力加速升级。

天津港集团一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完成462.7万标准箱

海陆高效联动 首季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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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邯郸
市（除鸡泽县、魏县），具有2022年4月12日（含）以来途经浙江省杭
州市拱墅区、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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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新增具有2022年4月5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邯
郸市魏县，具有2022年4月6日（含）以来途经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
区，具有2022年3月27日（含）以来途经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旅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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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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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忠权

上周，97岁的宁河区芦台街道居民冯国祥老人，
在家顺利接种了新冠疫苗。老人的儿子介绍，他父亲
由于身体原因不便到接种点接种疫苗。没想到，社区
工作者和医务人员主动上门服务，特便民，特暖心。

宁河区相关部门介绍，该区把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特别是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作为
当前疫情防控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确保区内60岁
以上老年人应接尽接。宁河区积极建立新冠疫苗
接种台账，落实领导包保责任制，区级领导带头开
展“敲门行动”，各镇街、各单位、各村和社区党员干
部密切配合，形成三级联动机制。

为打消一些老年人的疑虑，宁河区还积极做好疫苗
接种相关政策解释、心理疏导，并用老年人听得懂、易接
受的方式，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科普宣传。针对60岁以上
行动不便、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宁河区社区干部和
医护人员挨家挨户上门，为老年人检查身体，及时给适
宜接种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

97岁老人在家接种新冠疫苗

送“苗”上门便民暖心

据来自巴勒斯坦伊斯兰抵
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消息，以
色列国防军20日夜间出动战机
对加沙地带中部地区的一处哈马
斯军事目标实施空袭。目击者
说，以军空袭后，加沙地带武装人
员进行了还击。 据新华社电

图为4月21日，以色列“铁

穹”防御系统发射出的导弹划过

加沙城的夜空，拦截从加沙地带

发射的火箭弹。 新华社发

“铁穹”
划过加沙城

俄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使用的全部是俄罗斯国产组件和零部件

新华社莫斯科4月20日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国防部20日
说，俄罗斯当天成功试射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据俄国防部网站20日发布的消息，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
道导弹当天莫斯科时间15时12分从俄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
州普列谢茨克发射场升空。试射任务完成，导弹飞行各阶段的
设计性能得到确认，弹头落入俄远东堪察加半岛库拉靶场指定
区域。

俄总统普京当天通过视频观看了导弹发射，对导弹成功试射
表示祝贺。他特别强调，该导弹在研制过程中使用的全部是俄罗
斯国产组件和零部件。

俄称其第五代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重量超过200
吨，可采用包括高超音速弹头在内的多种核弹头，可突破敌方反导
系统。它将取代苏联时期研制的“撒旦”洲际弹道导弹。普京
2018年发表国情咨文时曾介绍说，“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一
招“杀手锏”是飞越极地攻击另一个半球的敌方目标，其他国家现
有和研制中的反导系统无法对付这种攻击模式，它“可以打到地球
上任何一个角落”。

突降伞兵！美国国会闹疏散乌龙
为计划跳伞表演 美众议院议长称“离谱且可怕”

美国一架军用飞机20日向首都华盛顿一座棒球场空投伞兵，
触发国会大厦安全警报，迫使人员疏散。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架单发动机飞机从马里兰州
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起飞，随后在华盛顿上空盘旋。国会警察局起
初说，发现一架飞机可能对国会大厦构成威胁，正在追踪，几分钟
后说不存在威胁，疏散人员是出于谨慎。

作为首都警方，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说，那是一架军用飞机，
载有美国陆军“金色骑士”跳伞表演队成员。这些伞兵在距离国会
大厦不到两公里的华盛顿国民球场着陆。据悉，这架飞机是华盛
顿市当晚一场棒球赛事赛前飞行跳伞表演的一部分。

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联邦
航空局没有通知国会警察局这场预先计划好的跳伞表演，犯下了
“离谱且可怕的错误”。

佩洛西说，联邦航空局的疏忽引发不必要的恐慌，给经历过国
会骚乱事件的工作人员造成了又一次打击。

联邦航空局暂时未回应此事。 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 许可 孙楠）国家主席
习近平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
全球安全倡议。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日在例行记者
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全球安全倡议是中方提供的
又一国际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
的生动实践，面向全球开放，欢迎各国共同参与。

汪文斌说，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地区安全
热点此起彼伏，欧洲安全问题再次牵动全球目光。单边
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和平赤字、安全赤
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
挑战问题单似乎越来越长，越来越棘手。这种状况不应
再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与历史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同
人类的安危福祉背道而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主席从全人类前途

命运出发，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中方提供的又一

国际公共产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安全领域的生动
实践。”汪文斌说。

汪文斌表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六个坚持”，即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
安全；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别国内政，尊
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遵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
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
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
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坚持通过
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
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不能搞双重标准，反对滥用
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
领域安全，共同应对地区争端和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
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问题。

汪文斌说，全球安全倡议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
全共同体，明确了维护和实现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根
本遵循、重要原则、长远目标和可行思路，既展现顶层设
计的宏观思维，又包含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观视角，既是
奔着解决人类安全的现实问题去的，也是为了谋求世界
和平的长久之道，必将为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
破解人类安全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
理念指引。

汪文斌表示，全球安全倡议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面向
全球开放，欢迎各国共同参与。中国不仅是这一重大倡议
的提出者，也将是推进落实倡议的行动派。
“我们愿通过联合国平台以及多双边渠道，同各方就该

倡议深入交流，相互启发，凝聚全球合力，推进倡议落地，为
推动政治解决各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
安宁贡献智慧和力量。”他说。

我外交部

全球安全倡议面向全球开放，欢迎各国参与

乌克兰局势

普京下令

对亚速钢铁厂围而不打

普京21日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俄国防部长绍伊古，绍
伊古汇报了俄军攻打马里乌波尔市的相关情况。绍伊
古说，俄军已控制除亚速钢铁厂外的整个马里乌波尔
市，2000多名武装人员被“牢牢地”封锁在亚速钢铁厂
内。普京听取汇报后，下令俄军取消攻打亚速钢铁厂的
计划。他说，取消进攻计划是为了保护俄军人员的生
命。普京要求俄军继续封锁亚速钢铁厂，不让任何被封
锁的武装人员逃脱。 据新华社电

乌总统抱怨

未收到西方承诺的战斗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接受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尚未收到西方承诺的任何
型号战斗机。乌军目前无法增援被俄军包围在马里乌
波尔市的乌军人员。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称，俄军20日
对卢甘斯克地区西部的波帕斯纳亚和鲁别日诺耶发起猛
烈攻击。俄军试图向扎波罗热州东北部方向推进，但遭到
乌军飞机和地面部队的炮火打击。 据新华社电

俄外交部

制裁扎克伯格等90名美加公民

俄罗斯外交部21日宣布对29名美国公民和61名加
拿大公民实施个人制裁，以回应美加两国不断扩大针对
俄罗斯的制裁。俄方宣布将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及其丈
夫、“元”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等29名美国领导层人
员、商人、专家、记者以及高级官员的配偶列入“禁止名
单”。这些人被无限期禁止进入俄罗斯。俄外交部同日
宣布对61名参与研究、制定和落实反俄政策的加拿大公
民实施个人制裁。 据新华社电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突围》第45集 齐
本安连续数日到医院看望
病床上的林满江，但林满
江拒绝任何沟通，这给张
继英等人的工作造成了极
大的困难。终于有一天，林
满江看到彻夜陪在病床边
的齐本安，同意与齐本安对
话。林满江对自己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在宣判前因
病去世。中福集团的案件
告一段落，相关责任人都受
到了法律的制裁……

天津卫视19:30

■《勇敢的心2》第1
集 1937 年秋，中日两军
在上海已经激战了两个多
月。坐落在外滩、因战火
一再推迟开学日期的魏中
丞中学终于开学了。课堂
上，一个名叫欧阳公瑾的
学生公然顶撞了佟家儒，
他认为现在这种情况下，
老师应该带领大家加入抗
日的队伍，而不是继续学
习。欧阳公瑾家世不凡，
校长为了安抚欧阳家，开
除了佟家儒，只发给他半
个月的薪水。佟家儒回到
家，受到了妻子青红和继
女囡囡的鄙视，他咽不下
这口气，决定找欧阳公瑾
算账……

天津卫视20:10

■《咱爸咱妈六十年》
第6、7集 高树江回老家
看到高刘氏躺在病床上，
却不见家根人影。等家根
回来，高树江动手就要打，
家根委屈地说他是为了养
家糊口才跑出去炼钢铁，
高树江才明白孩子的苦
处，把粮票交给家根。高
树江想把家根母子接来，
便瞒着白玉兰，让金秘书
帮他找房子，被白玉兰知
道，计划落空……

天视2套18:15

■《非亲姐妹》第14、
15集 无计可施的夏明宇
使出最后一招，跪在卢月
面前痛哭流涕，求得卢月
的原谅。别有用心的冯依
璇私下给夏明宇看齐东和
卢月抱在一起的照片，想
使夏明宇误会卢月。老谋
深算的夏明宇并没有轻易
上当，很快就识破了冯依
璇的诡计……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今天
的这个案件比较蹊跷，秦
先生家的狗被人偷了，原
本是受害者的秦先生却反
而成了被告。这又是怎么
回事呢？

天视6套18:0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场：
突围（45）勇敢的心2（1）

天视2套（103）

18：15 剧场:咱爸咱
妈六十年（6、7）

天视3套（104）

17:30剧场：别样幸福
（23、24）19:00剧场：猎鹰
1949 (35—38)22:00剧场:
尖锋之烈焰青春(16、17)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非亲姐
妹（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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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