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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普通高考6月7日开考
设立常规考点和重置考点确保“应考尽考”中国北方五金城内 下沉干部、志愿者与商户守望互助同心抗疫

他们都想为疫情防控出力

疫情快报

5月23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8名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2022年5月23日0时至24时，我市
疾控部门报告18名本土新冠病毒核酸筛查
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10例，无症状
感染者8例。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5月24日，位于东丽区金钟街的中国
北方五金城被采取封控和管控措施已经
8天了。7个区102栋楼，2254家商户约
5300人，日常生活井然有序。商户们泰然
自若的背后，是46名下沉干部、126名志愿
者及众多防疫人员的坚守和奉献。他们
与商户一起，同心协力构筑防疫屏障，用
各自的行动彼此温暖、相互感动。

一小时能拉起多大的队伍？

昨天下午，烈日炎炎。隔着窗户，李阿
姨老远就认出了身穿红色马甲的王力。只
见王力右手拎着一袋20斤的大米，左手提
着一桶食用油，脚步飞快。“不着急，你慢点
儿。”李阿姨朝窗外大喊，眼眶湿润。

王力是C区3号楼的楼长，也是一名志

愿者。上午组织商户进行核酸筛查，下午
负责生活物资配送。“已经来来回回跑了十
几趟，决不能让大家饿肚子。”王力的T恤已
经湿透，豆大的汗珠顺着两侧的头发滚落。

王力只是中国北方五金城众多志愿者
的一个代表。5月17日，由于B区14号楼被划
定为封控区，其他区域被划定为管控区，中
国北方五金城按下了“暂停键”。为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东丽区以最快速度下派了46名
干部。同时，作为中国北方五金城的开发建
设者，亿联控股集团总部全体党员也在第一
时间“起立”，并迅速发布志愿者“招募令”。
“我是党员，我报名。”“我是业主，我

参加。”“我有志愿者服务经验，没我可不
行。”……不到一个小时，商户便组成了一
支126人的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他们穿上
红马甲、挂上工作牌，冲上防疫一线。

在连续8天的抗击疫情战斗中，他们协

调区域商家进行核酸筛查，不落一人；他
们给每家商户配送生活物资，不缺一户；
他们清扫、消杀卫生死角，不漏一处……
他们每天奔波忙碌的身影，深深打动了每
一位商户的心。
“保供是关键，我们为居民开通了9个线

上购物平台。”金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孙立军
介绍，为避免商户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中国
北方五金城在入口处设立了保供转运区，在7
个区分设了转运站，每栋楼还专门设了楼长，
志愿服务打通了物资配送的“最后一米”。

疫情防控每个人都是“战士”

5月19日，封管控第3天。F区7号楼的
一位热心大姐将刚出锅的水饺送给正在值
守的志愿者，酱油、醋、蒜泥、筷子等俱全。
“大家辛苦了，都尝尝，一会儿还有韭菜鸡
蛋馅的。”大姐说，“希望尽己所能出份力，

和大家一起共渡难关。”接过热腾腾的饺
子，志愿者很激动：“饺子有‘家的味道’，我
们像一家人一样，齐心协力战胜疫情！”

24日早晨，中国北方五金城的志愿者服
务中心收到了40个大西瓜，正当大家一脸茫
然时，电话响了。“天气热，大家解解暑吧！感
谢‘大白’‘大红’每天不辞辛劳、真情奉献！”
电话那头，B区1号楼的张先生说，“虽然身在
封控区，但我也要为疫情防控出力。”

疫情防控，隔离了病毒，但隔离不了
爱。连日来，在中国北方五金城，每天都有
众多让人泪目的故事。志愿者服务中心每
天都能收到商户转来的矿泉水、凉茶、水果
等防暑物品，志愿者在用爱心温暖他人的
同时，也被商户们的感恩举动感动着。
“疫情防控没有旁观者，商户、志愿者

的爱心汇聚成一股股暖流，为我们战胜疫
情增添了信心和动力。”孙立军说。

本报讯（记者 韩雯）当前，全
市上下众志成城，携手抗疫，而骗
子也来“蹭热度”。近日，市公安
局发布反诈预警，提醒市民当心

以没做核酸筛查为由进行诈骗的短信。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醒您：您

曾在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活动
的重点场所停留，请尽快前往就近卫生服务机
构（或医疗机构）进行7天3次核酸筛查……”
“只要点击短信链接，就会跳转到各种钓

鱼网站上去，因此，不点击就不会掉入骗子设
下的陷阱。”我市反诈民警介绍，除此类短信
外，骗子还会以你没做核酸“唬”住你。

骗子会发送这样的短信：“请您于某日某
时至某核酸采样点进行采样。请在收到短信
后的3个小时内，登录某网址填写相关个人信
息，如未按时筛查，将承担法律责任。”反诈民
警表示：“一旦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按照提
示，必定是要求输入身份证号等信息，造成个
人信息外泄，随之而来的就是骗子精准施骗。”

防诈骗，识破套路是关键。针对涉疫骗局
新套路，不点不明链接，不轻信陌生电话，不随
意给陌生人转账，不泄露身份证、银行卡和验
证码等隐私信息，做到这些，骗子想骗你都难。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近日从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我市部署安
排迎战极端强降雨的应对措施，聚焦险
工险段、群众转移、重点企业、海上船只、
疫情防控等关键点位，落实“一地一策”，
夯实安全度汛基础，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按照部署，极端强降雨情况下，各部
门自行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科学谋划人员

转移安置，围绕蓄滞洪区启用、山洪风暴
潮来袭等情况，落实好跨区域转移避险措
施；摸清辖区空巢、独居老人及残障人员
等重点人群底数，本着“一小区一预案”
“一住户一策略”的原则，设置临时安置点
和转移路线，完善转移安置应急预案和物
资保障，确保接到预警或发生极端情况后
快速反应，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其中，特
别加强疫情防控隔离点和群众安置点的

疫情防控、医疗救护管理。
此外，相关部门盯紧看牢水利工程、低洼

地区、风暴潮和山洪地质灾害威胁区，以及水
电网络重要基础设施、防疫隔离点、医院景区
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防汛隐患整改情况，实施
“台账式”管理；加大冲锋舟、救生衣、救生圈
等水上救援物资，以及决口封堵机械设备、抢
险工具的储备，提前布设在重点点位周边的
适当场所，便于第一时间调运使用。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还将畅通应急、水务、气象、自然资
源、公安等多部门信息渠道，合理分配抢险力
量，建立分梯队调度保障体系，预留充足的抢
险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津企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油工程”）获悉，由该公司负责总承包
的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平台——“海基一
号”平台的海上安装作业全部完成。平台
总重约4万吨，刷新了我国海上单体原油生

产平台的重量纪录。
“海基一号”平台是一座集钻井、生

产、生活为一体的多功能原油钻采平
台，上部组块包括东、西模块和生活楼、
钻机模块等8个单体结构物。平台采用
“搭积木”的方式安装，继此前完成平台

主体部分吊装作业后，项目团队统筹国内
外优质资源，又安全高效完成了钻机辅助
模块、钻机设备模块等6个结构物的海上
吊装。

这是国内首次在300米级水深海域设
计、建造、安装导管架平台，标志着我国已完
整掌握深水超大型导管架平台制造安装的
成套关键技术。目前，“海基一号”平台建设
已进入海上连接、调试阶段，项目团队将全
力以赴确保实现平台年内投产的目标，为加
快推动国内油气增储上产作出贡献。

小心！涉疫情诈骗新套路

部署安排迎战极端强降雨应对措施

聚焦关键点位 落实“一地一策”

“海基一号”平台海上安装完成
总重约4万吨 刷新我国海上单体原油生产平台重量纪录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获悉，天
津市2022年普通高考及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将于6
月7日至10日举行。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
适时调整，考生需密切关注市高招办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微信公众号、招考资讯网发布的信息，以及各考区、各
报名单位发布的提醒消息，及时了解相关要求。

考试当天，考生凭天津健康码“绿码”、“通信大数据行程
卡”、个人健康卡（第一场入场时上交监考员），以及考前48小
时内纸质版或电子版天津市核酸筛查阴性证明参加考试。
考生可将消毒纸巾等个人防护用品带入考场，考试期间应全
程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考试将设立常规考点（含常规考场和备用隔离考场）和
重置考点（医院考点、隔离考点、独立考点），确保考生“应考
尽考”。

本报讯（记者 陈璠）近日，由天津港保税区企业中铁六
院集团作为联合体牵头人承建的永磁磁浮技术工程试验线
项目，进入车辆调试关键阶段。这是我国第一条永磁磁浮技
术工程示范线，预计今年7月可正式进入通车实验阶段。

永磁磁悬浮空轨是继常导磁悬浮、超导磁悬浮之后，发
展的又一种新型轨道交通模式，在该领域我国具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永磁磁悬浮技术由江西理工大学于2014年首次提
出，2021年中铁六院集团联合体设计并承建了该技术成果落
地转化项目——永磁磁浮技术工程试验线。

相较于传统悬挂式胶轮单轨交通，永磁磁悬浮空轨具有
非接触、悬浮运行的特点，爬坡能力更强、更节能。相较于常导
磁悬浮交通，永磁磁悬浮空轨具有静态磁场、“零功率”悬浮的
特点，无磁污染优势明显。这些特点，让永磁磁悬浮空轨不仅
适用于城市、景区、机场接驳、商务中心、特色小镇等常规环境，
在沿江、环湖、海边、高寒、荒漠等困难条件下也能大展身手。

永磁磁浮技术工程试验线位于江西省赣州市，正线全长
约0.8公里。磁浮列车是首次将永磁磁悬浮技术应用于空轨
车辆，设计时速为80公里。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我市车船税缴纳有新变化。自6月
1日起，我市各机动车检测检验场所停止受理代征车船税业
务。机动车驾驶员在购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时
一并缴纳车船税即可，也可以使用天津税务App等其他方式
缴税。

天津税务方面表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船税法》规
定，从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机动车
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应当在收取保险费时依法代收车船税。

此外，本地牌照车辆纳税人还可以在投保机动车交强险
前，选择另外3种方式缴纳：其一，使用天津税务App完成自助
缴税（仅限个人车辆）；其二，登录电子税务局网站完成缴税；
其三，前往办税服务厅申报。需要提示的是，个人车辆可跨
区办理。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药监局了解到，昨天，天
津市“药品科技活动周”在天津市医疗器械检验中心正式启
动，本次活动周主题为“监管科学 你我同行”。活动周期间，
我市将主要采取线上方式，向社会宣传药品监管改革和科技
创新成果，并向公众普及药品安全知识。

药品安全关乎民生福祉、社会和谐，做好药品安全科普
是普惠民生的重要举措。启动仪式后，市医疗器械检验中
心将向公众开放检测实验室，展示科技战“疫”成效和科技
创新成果。

活动周期间，市药监局还将采取线上方式，开展监管科学
科普大讲堂、“两品一械”审评科学监管宣讲、“进口药品检验和
化妆品基本知识”云展播、不良反应监测宣传等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为进一步提升我市农村饮用水质
量，让村民喝上低价清洁的饮用水，市农业农村委联合社会
力量在10个涉农区启动建设惠民水站。

根据《惠民水站实施方案》，主管部门将为有需要的村庄
免费安装一台大型惠民直饮水设备，该设备专用于对天津农
村地区地下水进行反渗透过滤，过滤级数为8级，可为村民生
产出高品质直饮水。该设备每小时过滤出水量可达0.5吨左
右，使用寿命15年，每升直饮水售价0.1元，低于目前市场上销
售的桶装水和瓶装水价格。为体现该项目的普惠性，主管部
门还设立惠民水站公益基金，当各村水站使用率达到一定比
例时，将按照一年实际用水费用总额的15%给村集体进行返
补，增加村集体收入。

津企牵头承建国内首条永磁磁悬浮空轨

预计7月进入通车实验阶段

下月起车船税缴纳有新规
各机动车检测检验场所停止受理代征业务

“药品科技活动周”启动

线上学习药品安全知识

10个涉农区启动建设惠民水站
每升直饮水售价0.1元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获悉，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14号通告。为全面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切实落
实“四早”要求，遏制疫情扩散蔓延，织密
筑牢防控网，坚决防范疫情传播风险，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5月25日将在全市范
围继续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筛查。

第一，5月25日19时起，凡是居住在我
市的全体居民，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相
对静止，根据各区防控指挥部的统筹部署
和街道（镇）、社区（村）的组织安排，有序
到指定地点及时主动配合进行核酸筛
查。核酸结果出来前要继续保持静止。

第二，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
单位要保证群众及时回到居住地或在工作
地参加全员核酸筛查。各区防控指挥部负
责制定本区核酸筛查具体实施方案，严格落
实责任，完善保障措施，提高工作效率，真正
做到“应检尽检、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第三，对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后48小时
内人员，暂不安排参加此次核酸筛查，各区
提前做好备案统计，妥善安排后续筛查。对
于疫情防控、核酸采样和城市运行保障相关
工作人员，各区做好安排，保障工作出行。

第四，凡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核酸
筛查的居民，健康码调整为“橙码”，完成
核酸筛查且结果呈阴性后转为“绿码”。

第五，特别告知
请广大居民积极配合各核酸采样点工

作人员做好样本采集工作，不恐慌、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对拒不配合、不支持核
酸筛查，扰乱秩序，瞒报、谎报、伪造信息的
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追究法律责任。

请广大居民根据社区（村）、网格员、网
格小组长的组织安排，携带身份证、外籍身
份证明等有效证件，分时段有序前往指定
核酸采样点进行采样，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参加核酸筛查期间，请居民做好个人
防护，全程佩戴口罩，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防止发生交叉感染。同时注意照顾好老
人、孩子。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今日在全市范围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筛查

▲ 昨天，市民在和平区花园路社区核酸采样点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 连日来，在河东区封控区内的逗号公寓，大王庄街道党员干部与区住建

委下沉干部为居民提供物资供应保障等服务。通讯员 孙娜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给您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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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出示包含核酸筛查阴性信息的健康码
“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抵
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筛查，核酸筛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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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入境人员），实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
（同户同室），抵津后24小时内、第3（管理
满48小时）、7日进行核酸筛查，筛查结果
为阴性可解除管理。抵津前7天内具有旅
居史（含上海入境人员），实施抵津后7天
居家隔离（同户同室）及7天居家医学观
察，抵津后24小时内、第3（隔离满48小
时）、7、14日进行核酸筛查，筛查结果为阴
性可解除管理。

新增具有2022年5月8日（含）以来途经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具有2022年5月8日
（含）以来途经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旅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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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阴性信息的健康
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筛查，核酸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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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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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轨道交
通运营集团获悉，自5月25日6时起，天津地
铁1号线鞍山道站，3号线西康路站、津湾广
场站，4号线金街站，1、3号线换乘站营口道
站，3、4号线换乘站和平路站临时关闭。

地铁部分车站临时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