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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5月22日0时至18时

我市新增20名阳性感染者

我市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

首套房公积金最高可贷80万元
今起暂停机动车尾号限行

本报讯（记者 张璐）我市近日出台
《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有关政策的通
知》。《通知》明确，我市缴存职工申请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首套住房
的，贷款最高限额由60万元提高至80万
元。本通知自2022年 5月 27日起施行。
贷款受理日期在 2022 年 5 月 27 日之前
的，按本通知施行前的政策执行；2022年

5月 27日（含当日）之后受理的，按本通
知执行。
《通知》加大了对职工租赁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支持力度。职工连续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租赁我市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职工本人及配偶可申请提取住
房公积金，每月合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当月
支付的房租，且合计不超过2400元。

为了保证在资金运用率较高时职工及
时获得贷款，《通知》规定了首套房贷款最高
限额的两档调节机制：我市住房公积金资金
运用率连续3个月超过90%的，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应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报告，并向社会发布公告，于公告的
次月1日起将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限额下调
至60万元；住房公积金资金运用率连续3个

月低于85%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相
同程序将首套住房贷款最高限额上调至80
万元。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醒广大职工，
职工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家庭第二
套住房的，贷款最高限额保持40万元不变；
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不予发放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记者从市公安交管部门获悉，根
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自5月23日起，我市暂停实施机动车尾
号限行及外埠、区域号牌小客车高峰限行措施。限行措施恢
复时间，另行通知。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根据我市当前疫情防控形势需要，
自5月23日起，市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所津东分所、车辆管理
所津北分所暂停办理车驾管业务，恢复办理时间另行发布。其
间，市民可以通过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https://tj.122.
gov.cn）或“交管12123”手机App等互联网渠道办理，或者就近
到车辆管理所津南分所、津西分所和滨海分所办理业务。

三处车管所业务暂停

本报讯（记者 姜凝）天津大学药学院博士生孟庆昊近日
在市第一中心医院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5
岁患者送去了生命的“种子”。他由此成为我市第311例、天
津大学第1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18年，孟庆昊偶然了解到造血干细胞对血液病患者的
重要意义，便加入了志愿捐献者队伍，并时刻准备为救助生命
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年年底，得知自己与一名患者初筛配型
吻合，孟庆昊就决定捐献造血干细胞，并于本月成功捐献。

天大博士捐献造血干细胞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
年5月22日0时至18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20名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管控人员筛查发现15例，重点
区域筛查发现5例，均已转运至市定点医院。其中4例为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5例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11例尚未分型。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杨同文

疫情就是命令，防疫就是责任。5月19
日，东丽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划
定金钟街新市镇德锦里小区17号楼为封控
区，划定该小区（除封控区外）为管控区。
当日下午2时，由区21个单位共30名青年党
员干部组成的应急突击队奔赴金钟街道
德锦里社区，协助街道和社区打好疫情防
控阻击战。

金钟街道德锦里社区有20栋楼，居民
4800多人。全力以赴阻击疫情进一步传
播、保障居民的生命安全、缓解社区物资紧
张状况，是突击队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到德锦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30名
应急突击队员迅速进入工作状态。经过
抗疫工作前的动员和防疫知识培训，他们
与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了综合保障、
舆情信息、药品医疗救治、后勤保障四个
工作组，忙前忙后，马不停蹄。

“得知社区防控需要支援的时候，我第
一时间就报了名。”20日早晨6时，社区大筛，
这是突击队员宋金刚面对的第一场硬仗。
他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引导居民有序排
队、提醒居民扫码登记、解答居民各种疑问，
几个小时下来，身上的衣服湿透了，汗珠淌
进眼眶里，杀得眼睛生疼。这天本该去领结
婚证，但宋金刚说：“疫情面前，先办防控这
件大事。”

在共同奋战、服务群众的日子里，突击队
员们既是白衣天使——服务居民群众核酸检
测，又是快递小哥——满足居民群众生活需
求，更是情感陪护员——慰藉群众的心理需
求。“这些队员虽然年轻，但很有责任心和担
当力，协助社区守牢了居民的健康安全防
线。”金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宝明说。

自本轮疫情以来，东丽区组织下派机关
党员干部，75人进驻封管控区，2400人服务社
区核酸筛查，100余人值守高速公路出入口，
筑起了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天津水务集团了解到，该
集团承诺疫情防控期间，96655供水热线24小时畅通、全市九
大水厂保证水好压足、所有营业厅照常营业、抢修人员24小
时备勤，保障群众用水无忧。

对位于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的各水厂、泵站，5月20日
起陆续采取主动封闭运行措施，工作人员24小时驻厂值守。
目前，该集团原水水质正常，所辖区域出厂水、管网水水质数
据全部合格。

该集团在全市组织了50支约580人的供水应急抢修队
伍，采取“互联互保”“就近驰援”保障机制，24小时应对各
类市政管网抢修及群众户内维修，并与医院、定点隔离酒
店等重点单位对接，做好供水应急保障。此外，全市58处
供水服务营业网点，除按疫情防控要求临时关闭以外，全
部正常开放。

“四项承诺”保障百姓用水

守牢居民健康安全防线
——记东丽区封管控区应急突击队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北辰
区商务局获悉，为应对新一轮疫情影
响，北辰区各蔬菜种植基地、农产品
批发市场、保供企业迅速行动起来，
加大物资储备和供应力度，确保疫情
防控期间供应充足，保障群众的“菜
篮子”“米袋子”。

在双街果蔬采摘园，240余个温
室大棚里种植了黄瓜、西红柿、韭菜、
辣椒等蔬菜，园区的蔬菜日产量达
1000公斤。连日来，园区在增加现有
蔬菜采摘量的同时，紧急扩大了菠
菜、油菜、油麦菜、茼蒿、生菜等速生
叶类菜的种植面积，并增加了种植、
采摘人力，确保市场供应。

韩家墅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帮助场内商
户调配货源、打通运输渠道，确保蔬
菜、水果、粮油、肉蛋类产品量多、质
优、价稳。市场还加强了多项防疫
措施，在入口处对车辆进行分流，严
格查验健康码和核酸阴性证明，对冷
库果蔬加强检测，整个运营环节做到
及时消杀。

为做好封控区、管控区的物资保
障，区商务局紧急协调区内10余家保
供企业，及时在封控区、管控区设立
生活物资保供点，备齐米、面、油、蛋、
蔬菜、日用品等生活物资。区商务局
指导保供企业和社区网格员优化配
送流程，实现“无接触”配送。

北辰区多举措

托稳群众“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为加大
我市林木病虫害防治力度，确保病虫害防
治精准，避免成灾，近日，结合我市林木病
虫害防治工作实际，市城市管理委、市规
划资源局、市科技局、市农科院联合印发
了《天津市林木病虫害防治若干措施》，明
确9项具体措施，详细编制了林木主要病
虫害综合防治月历。

精准监测及时预警

减少传播扩散风险

结合我市病虫害发生规律和特点，
《措施》强化预测检疫。组织专业力量，加
大对流行性、大面积发生的重大林木病虫
害如美国白蛾、草履蚧、小线角木蠹蛾、悬
铃木方翅网蝽等的精准监测力度，及时向
责任区域内相关部门、单位发布预报预警
信息，科学指导防治工作。逐步建立基层
一线病虫信息互享平台，构建以专业测报
点为骨干，各区林木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和
生产经营管理单位管护人员为触角，横向

联合、信息共享、即时反馈的基层一线病
虫信息网格群。开展检疫执法检查行动，
严防疫区调出苗木和运载工具带疫传播，
降低病虫害传播扩散风险。

推行无公害防治技术

最大限度保护植物

为实现化学农药减量，最大限度保护
植物，我市大力推行无公害综合防治技术，
以生物制剂、仿生农药、植物源农药、天敌
昆虫为主导，协调运用人工防治措施（捕
捉、剪除病虫枝或网幕、挖蛹等）和物理防
治措施（性引诱剂、物理阻隔、围草诱蛹等）
相结合防治策略，降低虫口密度，压缩发生
面积，逐步实现林木病虫害的可持续控制。

设专业林木植保员

确保防治时效性

根据《措施》，各区要建设林木病虫害防
治专业队伍，设置专业的林木植保员，有计
划、有步骤地组织开展病虫害识别、防治技
术等专题培训，以强化培训为手段提高人员
专业技能和素质。建立林木病虫害防治物
资储备库，根据日常掌握的常发林木病虫害
情况和重大林木病虫害的发生特点，合理配
置储备无公害药剂、高性能防治器械、防护
装备等物资，尽力配足高射程机载喷雾、喷
烟防治器械等专业设备，做好设备保养和维
护，确保常发性和突发性林木病虫害的防治
时效性。

结合综合防治月历

针对病虫害精准防治

在综合防治月历中，对我市每个月的
病虫种类、危害林木品种、病虫害调查、防
治措施进行了细致表述。例如，对于重点
防控对象美国白蛾，于5月中旬、7月下旬
和 9 月上旬组织剪除网幕，并结合喷洒
20%除虫脲悬浮剂6000倍液防治美国白蛾
低龄幼虫；于 6月上旬—7月中旬、8月上
旬—9 月下旬和 10 月，喷洒 1.2%烟参碱
1000 倍液防治 4龄以上破网幼虫；于 6月
底和9月底释放白蛾周氏啮小蜂防治老熟
幼虫；结合捕捉成虫、人工挖蛹等，坚决遏
制美国白蛾危害。

美国白蛾何时防？怎么治？
我市编制林木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月历 明确9项具体措施

本报讯（记者 孟若冰 通讯员 李颖）日前，市档案馆围绕社
会关切问题，再增8项档案便民政务服务事项，方便公众查阅。

在新增政务服务事项中，包括开放档案目录一站式查
询、档案馆开放活动、档案馆展览、中小学生档案教育社会
实践基地、档案文化新媒体推送、档案资料与政府公开信息
查阅须知在内的6项查询类事项，公众无须提交申请材料，
登录“天津网上办事大厅”，即可直接在线办理。市劳模档
案查询及市三八红旗手档案查询2项审查类事项，公众则需
在“天津网上办事大厅”查看具体办事指南，到市档案馆进
行线下办理。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记者
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为更好保护我市内陆水域水生物资
源，从今年6月开始，我市渔业环保等部门将在海河、独流减
河等多条河道和水库内进行人工增殖放流，品种有鲢鱼、鳙
鱼、草鱼等。

市档案馆方便公众查阅

再增8项档案政务服务事项

我市加大人工增殖放流力度

●东丽区万新街道
专属核酸采样点为流动人口和工地人员采样。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翟鑫彬 摄

●北辰区双街镇
“邢燕子志愿服务队”在核酸采

样点服务群众。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陈立兴 摄

●津南区双新街
工作人员为核酸采样做准备。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张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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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含）以来途经河南
省许昌市长葛市，具有2022年5月7日（含）以来途经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图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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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区五大道街
卫生服务中心吴海涛为市民上门

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工作结束

脱去防护服，吴

海涛的贴身衣

物已全部湿透。

●宁河区小芦庄村
核酸采样快速有序。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田雨宸 摄

清晨4时，工作人员开始准备工作。

清晨6时，居民下楼登记，准备核酸

采样。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河北区光复道街

昨日核酸筛查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