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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全域静态管理后 和平区紧盯老年人生活刚需必需

“无接触”上门送餐 有急事一键呼叫

疫情快报

5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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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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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例，无症状
感染者9例。

中国石油自营区首座海上采修一体化平台投运

预计年产原油20万吨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

排查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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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号通
告，全面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
方针，织密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坚
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决定，5月27日在全市范围继续开
展新一轮全员核酸筛查。

第一，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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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
位要落实核酸筛查证明查验制度，确保
职工持核酸筛查阴性证明到岗工作。
各区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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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样点进行采样，确保不漏一户一人。

参加采样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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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筛查注
意照顾好老人、孩子。

■ 本报记者 刘国栋

通讯员 杨同文

“谢谢，没有你们帮忙，女儿在家
非急出病不可。”5月24日上午，接过一
大包女儿的高考复习资料，崔维祥向
东丽区金钟街德锦里小区的工作人员
深深地鞠了一躬。

在高考备考的关键时期，突发的
疫情打乱了南开大学附属中学高三
七班学生崔艺凡的复习节奏。“小区
被管控之后，只能在家上网课，很多
学习资料和笔记都留在了学校，直接
影响了复习的进度和质量。”崔艺凡
焦急万分。

万不得已，崔维祥向社区居委会
求助。“每天居民的求医用药、物资购
买，社区都安排得及时到位，我想看看
这个事情居委会能不能帮上忙。”5月

23日上午，崔维祥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拨
通了居委会的电话。

民有所需，必有所应。德锦里社区
现有居民4800多人，自5月19日实施管控
措施以来，居民的各种需求逐渐增多。
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志愿者在做好
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想方设
法解决居民的特殊需求。

网格员得知崔艺凡的情况后，立刻
与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取得了联系。一天
后，崔艺凡拿到了需要的学习资料，她高
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就送来了！我要
好好复习。”
群众工作无小事。“一边是紧急繁重

的疫情防控工作，一边是群众热切的期
待，我们只能克服自身的困难，付出更多
的努力，和居民携手抗疫，力争早日恢复
社区的正常生活。”金钟街道德锦里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党委书记翟邦鹏说。

本报讯（记者 王睿）入夏以来，大
批候鸟进入繁殖期。北大港湿地自然
保护区最新观测数据显示，目前，有70
多种珍稀鸟类在保护区筑巢繁殖，总
量超过20万只。
“现在整个保护区处处有鸟，我们

巡护时看到，在河滩、浅滩、芦苇荡，成
群的鸟儿时隐时现，在哪儿都能听到
鸟鸣声。眼下正是鸟儿最忙的时节，
它们占据各自的‘领地’，觅食、筑巢、
孵化、哺育。”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管理中心野保科工作人员孙洪义告诉
记者，近年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的生态系统、生态功能稳定向好，保护
动物种群及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全面
提升，候鸟在繁殖季也得到了更好的
保护，种类和数量明显增长。

据观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
白鹳在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筑巢11

个，已进入孵化幼鸟的关键期，预计未来
1到2个月，能看到孵化出的东方白鹳幼
鸟离巢飞翔。此外，鸻鹬类、鸭科、鸥科、
鹭科等候鸟也选择留在保护区孵化繁
殖，其中，斑嘴鸭、普通燕鸥等鸟类的幼
鸟已破壳而出。
记者了解到，进入夏季，风雨天气逐

渐频繁，幼鸟意外受伤、落巢等情况时有
发生。对此，巡护员24小时守护候鸟繁
殖区域，加强野生动物救护。同时，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
实施封闭式管理，严格控制车辆和人员
进入重点区域，避免过多人为活动干
扰。孙洪义说，为保障繁殖期候鸟种群
安全，他们还开展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及
种群动态、迁徙情况的监测，记录鸟的种
类、数量、栖息繁殖等信息，及时掌握动
态，并每日向国家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
测总站上报情况。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中国石油自营区首座海上采
修一体化平台——大港油田埕海一号平台建成投运，预计
年产原油20万吨。这标志着大港油田滩海自营区成功迈入
“海油海采”的新发展阶段，加速打造海上百万吨级现代化
油气田的步伐。

作为中国石油首座自主研究、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
投运的万吨级采修一体化平台，大港油田埕海一号平台设计
安装历时2年，集成创新了多项工程工艺技术，填补了滩浅海
地质—海工一体化评价建产、全单筒双井设计、万吨级吊装、
孤立大直径钢桩群精准定位安装4项国内技术空白。其中，滩
浅海地质—海工一体化评价建产方法，使建产周期缩短30%，
经济效益大幅提升。
在建设过程中，大港油田克服施工区域坡缓淤泥厚、水浅

滩涂长的不利条件，解决了平台组块整体重量大、浅水大型浮
吊少、大型海缆铺设设备难以进入等诸多难题，集成应用陆地
预制分块吊装、双层打桩辅助基础盘结构、陆上拖曳与海上铺
设结合等新工艺新技术，在国内首次自主实现孤立大直径钢
桩群精准定位安装，成为国内首座滩浅海万吨级吊装平台，创
造了我国最长滩涂海缆拖拉施工纪录。

本报讯（记者 叶勇）诉讼中，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转账记
录常被当作证据向法院提交。近日，宝坻区人民法院审理了
一起民间借贷案，并对微信转账中“怎样证明被告的微信号是
被告的”给大家作出提示。

承办法官介绍，原告与李四（化名）是同事。去年10月，李
四通过微信联系原告，说孩子生病住院急用钱，原告用微信转
账给李四。过了一个月，李四办理了离职。原告再找李四，他
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无奈之下，原告选择了起诉。开庭时李
四没到现场，导致微信聊天记录主体的认定成为本案举证的
一个难点。
“微信聊天中，对方主体的认定是微信聊天记录和微信

转账记录能否被采信的关键。双方通过微信发生金钱往
来，在举证过程中还需要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当事人就
是案件当事人。只有头像、名字和当事人对应（或者备注当
事人）名字，并不能达到证明效果，因为存在冒名的可能
性。”承办法官说，如果当事人没有出庭或者虽出庭但否认
其为微信聊天的主体，那提供证据的一方还要进一步证明
对方的微信号是对方的。
对此，承办法官教授了一种“验明正身”的方法：
第一，打开微信，点击服务，然后进入钱包；第二，查找到

与对方往来的转账记录，然后点进去；第三，申请电子转账凭
证；第四，输入对方名字，然后提交申请；第五，进入微信支付
公众号下载微信转账凭证，转账凭证里有双方微信号及实名
认证信息，且盖有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业务凭证专用章。

昨日，和平区林泉社区志愿者帮助行动不便的

居民买菜，并送到家里。

通讯员 张淼淼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宝坻区法院一借贷案提示微信转账如何证明

五步法教你“验明正身”

北大港湿地最新观测数据显示

超20万只珍稀鸟类在此“安家”

目前，食品集团在和平区设立了41个保供点

位，满足疫情防控期间市民的物资需求。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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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5月25日零时，和平区实施全域静
态管理后，区民政部门协同街道、社区
紧盯老年人生活刚需必需，通过“无接
触”送餐、配备应急专班、招募志愿者
队伍、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等方式让养
老服务动态提升，让老年人感受到静
态下的动态温暖与关怀。
“小区都封了，我还能吃上热乎可

口的饭菜，真是享福啦！”昨天中午，家
住和平区南京路300号的李奶奶拿到
社区工作者送来的饭菜，高兴地在社
区交流群里说。

区民政局、各街道为老人家食堂等
养老服务机构开具了通行证，指导老人家
食堂为确有送餐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无接
触”上门送餐。送餐上门后，工作人员把
饭菜放在指定交接区，敲门后离开，让服
务“无接触”，安全有保障。针对送餐力
量薄弱的老人家食堂，部分街道还发动
下沉干部、社区工作者、志愿者协助送餐，
保障有送餐需求的老年人用餐问题。

与此同时，为保障全域静态管理期
间老年人的应急服务需要，区民政局指
导和平区8910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紧急
成立“静态管理应急服务队”，和平区老
年人拨打89108910养老服务热线，应急

服务队提供紧急上门服务或及时将老年
人紧急服务需求对接至有关街道、社区，
实现线上一键呼叫，线下同步响应，确保
老年人的急难险重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实施全域静态管理后，和平区8910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已拨出主动关爱电话600余
次，接到各类电话112次，处理居家卫士智
能呼叫设备煤气、红外、烟感报警信息96
次，有效解除各类安全隐患。

和平区的志愿者协助社区为老年人提
供送餐、跑腿、代买、购药、陪伴、就医等志
愿服务。目前，全区已招募400余名志愿
者。在志愿者的助力下，老年人养老服务
“最后100米”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今天店里进的蔬菜总量比平时
增加了七成以上，早上还没到营业时
间，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我们告诉顾
客，明天售卖的蔬菜量会更多，价格
也稳定，完全没必要恐慌。”5月25日
15时30分，河西区气象台路天津食品
集团农鲜生活直营店店长耿春雷向
记者说起门店的情况胸有成竹。

耿店长胸有成竹的背后，是他和
300多名同事组成的团队夜以继日辛劳
的付出。天津食品集团商贸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陈晖介绍，天津发生本轮疫情
以来，商贸公司紧急调配人力、物力、运

力，全力投入保供任务。“除了向遍布全
市的44家农鲜生活直营店加大食材备
货量及物流配送频次外，我们还专门成
立以商贸公司总经理为组长的和平区
保供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已迅速在和平
区搭建41个保供点位，商贸公司员工加
上食品集团系统保供突击队共计80余
人，第一时间进入和平区保障民生产
品充足供应。”陈晖说。
记者从陈晖在和平区拍摄的照片

中看到，悬挂“天津食品集团抗疫保供突
击队”横幅的深蓝色帐篷已在多个点位
矗立起来，米面油蛋奶蔬菜以及各种调
味料等商品在帐篷内安了“新家”。“今
天，我们商贸公司共向和平区供应各类
民生产品10余吨，和平区居民完全可以
放心。我们位于和平区的农鲜生活直营
店延长服务时间，与保供突击队一起全
力守护百姓在疫情防控期间的‘菜篮
子’。”陈晖说。

食品集团第一时间在和平区搭建保供点位

米面油蛋蔬菜 保证货足价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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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8:30—12:00，

13: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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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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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7件,
其中：滨海新区2576件，和平区410件，
河东区824件，河西区813件，南开区
935件，河北区644件，红桥区339件，东
丽区725件，西青区866件，津南区921
件，北辰区1025件，武清区857件，宝坻
区916件，宁河区624件，静海区954件，
蓟州区6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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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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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含）以来途经吉林省白山市临江市，
具有2022年5月10日（含）以来途经江
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太仓市旅居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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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
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穿越管控区的高考复习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