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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5月28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1名本土阳性感染者

合理延后还款 灵活调整还款安排 保障公众征信相关权益

我市推出按揭贷款纾困举措

地铁16座车站恢复运营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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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今年受新冠
疫情影响，部分居民按揭贷款还款出现
临时性困难。天津银保监局与人民银行
天津分行、天津市金融工作局日前联合
印发通知，要求各银行机构加强疫情期
间金融人文关怀，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行
业的从业人员等可通过合理延后还款、
灵活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提供按揭贷
款纾困支持。

《天津银保监局 人民银行天津分
行 市金融局关于做好受疫情影响客户
按揭贷款纾困工作的通知》指出，各银
行机构要提升纾困政策覆盖范围的针
对性，对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隔
离人员、因封城封路等客观原因出现临
时还款困难的客户、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人员、受疫情影响较大行业的从业人员
等可提供按揭贷款纾困支持。通过合

理延后还款、灵活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
缓解受疫情影响客户还款压力；与客户
商定的延后还款期限到期后，如客户所
在地区疫情仍较为严重或仍处于暂时
失去收入来源的状态，可协商再次适度
延长还款期限，并切实保障公众征信相
关权益。
《通知》还要求各银行机构要及时响

应受疫情影响按揭贷款客户纾困请求，简

化疫情影响“证明材料”认定标准，优化办
理流程，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金融温度。

除按揭贷款外，三部门还要求各家银
行机构统筹安排受疫情影响客户其他消费
贷款、信用卡、经营性贷款还款纾困工作；
配合公积金管理部门做好公积金贷款纾困
工作；主动通过网站、App、网点等多种形
式做好宣传，确保按揭贷款纾困政策措施
客户看得见、用得上。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5月28
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11名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
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7例、无症状感染者4例。

本报讯（记者 张璐）今年的5月30日是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天津科技大讲堂”《科技报国
大先生——余国琮》节目开机录制，缅怀这位“要干世界一流事，做
隐姓埋名人”的大先生，弘扬他胸怀祖国、潜心科研、培育人才的科
学家精神。

余国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我国精馏分离学科
创始人、现代工业精馏技术先行者、化工分离工程科学开拓者。余
国琮在天津大学工作70年，奠定天津大学在全国化工领域的科研
地位。他潜心科研的同时不忘培育后辈，80岁依然肩挑教改项目，
85岁仍在三尺讲台为本科生授课，90岁依旧指导博士生科研，97岁
还伏案撰写理论书籍……余国琮先生今年4月6日在津逝世，享年
100岁。他用毕生奋斗坚守着为祖国争一口气的信念，践行了“百
年奋斗路，报国赤子心”这句话。
《天津科技大讲堂》由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天津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主办，天津科技馆和天津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承办。

“天津科技大讲堂”开机录制

《科技报国大先生——余国琮》

■本报记者 王音

5月28日，北辰区解除参照防范
区管理，同步解除交通管控限制，恢
复常态化防控。

初夏，芳草盈盈。新冠疫情让生
活又一次按下了“暂停键”。5月19
日，北辰区全域参照防范区管理。疫
情就是命令。北辰区第一时间组建
抗击疫情突击队，成立临时党委，下
设5个临时党支部，集结550名机关党
员干部奔赴一线。设置党员先锋岗、
划分党员责任区，让临时党委成为干
部群众的“主心骨”，让党员成为抗疫
的“先锋军”。

在封管控区，一个个临时党支部
迅速成立；在核酸采样点，一面面党
旗高高飘扬。党员干部亮身份、亮牌
子、亮旗帜，主动请缨深入封管控区
开展核酸筛查、人员转运、物资保障
等工作，在抗疫一线筑起坚实的“红
色防线”。
“细化工作台账实现精准调度、

高效运转。转运、大筛、保供、流调、
督查等每项工作都注明目标任务、

具体要求并落实到人。临时党委实
时掌握队员出勤情况，遇到突发任
务顶得上、战得胜。”突击队临时党
委书记、区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苗
永贵说。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
员就是一面旗帜。

23日傍晚，急切的呼救声打破了
大张庄镇风雅苑社区的宁静。9岁女
孩意外划伤、血流不止。小区正在管
控中，女孩父母急得不知所措。此
时，正在巡逻的北辰区人民法院执行
局下沉干部王琳迎上前安抚，并带女
孩到社区诊所止血。但诊所不具备
缝合条件，需要转诊医院救治。情急
之下，王琳向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和镇
里报备，利用法院驻守现场的车辆将
一家三口送往北辰医院。
“特殊时期多亏了你们！10多分

钟就把我们送到了医院。”事后，女孩
妈妈拉着王琳的手说。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党
员干部来自全区各单位，临时党组
织成为“磁石”，将四面八方的力量
汇聚起来。

小淀镇疫情形势严峻、防疫任务
重。临时党委将驻地200余名党员干
部分成13个工作组，由处级领导带队，

结对下沉到刘安庄村、小贺庄村、小淀村3
个村居开展支援。

70多岁的小贺庄村民宋大娘刚做
完换膝手术，与患病的儿子住在一起。
疫情管控下，母子生活令人担心。“我们
摸排时了解到她家的情况，当即向临时
党支部请示，按照轻重缓急原则，在物
资配送、垃圾清运等方面给予优先照
顾，并在底册上作了标注，还留下联系
方式，让母子俩有困难随时找我们。”下
沉干部王阳说。

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全体党员
干部身穿红马甲、戴上红袖箍，胸前的
党员徽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们中
有服役26年的老兵，在烈日下高强度
工作，体力不支也不愿多休息片刻；有
下沉隔离点的干部，刚返回岗位不久
又再次支援一线；有推迟婚期的“准新
郎”；还有宝宝刚出生10多天的新晋
“奶爸”。

参与大筛的人天未亮就集结，每日
配合完成核酸采样1万余人次；支援社
区的人每天为100余户居民安装门磁，
同时做好买药、送医等各项服务；巡逻
的人日行3万余步，用脚步织密“防控
网”……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比服务、比
担当、比奉献，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组
织和党员就在身边。

抗疫一线筑起“红色防线”
——北辰区550名机关党员干部支援基层一线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轨道
交通运营集团获悉，自5月30日6时起，
天津地铁2号线建国道站，3号线铁东路
站、中山路站、金狮桥站、北站（3、6号线
换乘站），5号线志成路站、思源路站、建
昌道站、月牙河站、幸福公园站、金钟河
大街站（5、6号线换乘站），6号线民权门
站、北宁公园站、新开河站、外院附中
站、天泰路站恢复运营。与此同时，天
津地铁全线网行车间隔恢复到本轮疫
情前水平。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六一”儿童节
将至，我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依托“铁拳”
行动，聚焦民生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社会
舆论关注的突出问题，针对涉及儿童相关
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与未成年
人紧密相关、性质恶劣的违法案件，并公
布部分典型案件。

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举报，发现
天津伊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在多家网站发
布违法广告，如其官网使用“预防鼻炎、鹅
口疮，缓解宝宝鼻塞、呼吸不畅”等用语，对
产品“孕婴童皮肤免洗消毒喷雾”进行宣传
等。该公司被处罚款18040元的行政处罚。

此外，滨海新区市场监管局在开展面
向未成年人无底线营销食品专项治理中，

发现塘沽实验学校周边商户天津壹家弘
艺文化用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食
品涉嫌侵权，现场查扣含有北京冬奥会吉
祥物标志“冰墩墩”的游戏糖饼系列产品17
个、标志“雪容融”的游戏糖饼系列产品9
个，违法经营额360元。侵权商品被依法没
收，当事人被处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

南开区市场监管局根据产品质量国
家监督抽查结果，对广州粒米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天津分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
销售的20厘米羊羊棉花糖（玩具）的机械与
物理性能“用于包装或玩具中的塑料袋或
塑料薄膜”项目不符合国家标准，违法所
得955.86元。涉案产品被依法没收，当事
人被处罚款3764.58元的行政处罚。

此次公布的案件还包括：滨海新区市
场监管局查处天津市滨海新区鹏博汽车用
品经营部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儿童
玩具案；东丽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天津市东
丽区和瑞服装经营店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
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儿童服装案；西青区市场监管局查处
永旺商业有限公司天津中北镇分公司销售
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老花镜和玩具案；蓟州
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天津市蓟州区亿博母婴
用品店经营未经注册的进口特殊化妆品
案；蓟州区市场监管局查处天津市蓟州区
兴越副食百货商店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案。以上案
件均已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我市重拳打击涉及儿童违法行为
“六一”将至 相关典型案例公布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5月26日11时40分，国网天津宁河公
司调控中心监控系统显示，宁河区新能源发电瞬时功率达到316.4
兆瓦，全区实现百分百绿色电力供应。通过新能源电网建设，宁河
区迈入能源绿色转型新阶段。

宁河区位于我市东北部季风带，风力资源丰富，光照条件好。
近年来，该区不断加大新能源电网建设，实现了新能源110千伏、
35千伏、10千伏、低压等多电压等级和风电、光伏、生物质等多类
型全覆盖，电网新能源供电能力不断提升。今年4月，宁河地区新
能源发电总量达到1.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7.14%，创历史新
高。自4月1日瞬时发电功率首次超过实时电网总用电量后，该地
区新能源发电量已经11次超过实时电网总用电量，特别是5月13
日，新能源实时发电量超过电网实时用电量长达4.5小时，创下宁
河区使用清洁能源连续供电时长新纪录。

据了解，目前，宁河区已投运18座新能源场站，服新220千伏
新能源汇集站正在建设中，可进一步提升该区绿电外送能力。

绿电供应百分百

宁河迈入能源绿色转型新阶段

本报讯（记者 王睿）“打开库H1井、库
H3井井口阀门，检查管线连通情况，开启
阀门……”记者昨日从大港油田获悉，作
为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天津市重点工程，
随着大港油田白15储气库开始注气，源源
不断的天然气通过陕京管道至港清三线
注入津沽大地，首日注气量约40万立方米，
标志着国内首座全水平井建设的储气库
试注成功。

作为中国石油华北储气中心建设的
重要一环，大港油田以打造国之重“气”的

实际行动，全力推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
设。目前，大港油田管理着大张坨、板南、
板876等地下10座在役库，其中，白15储气
库是国内首座立体双层位协同建设的气
藏型储气库，依托原板南储气库现有注采
系统实施地层改造，设计库容2.65亿立方
米、工作气量1.3亿立方米，处理老井7口、
新钻水平井3口。

针对注气期时间紧、任务重、水平井
建设难度大等难点，大港油田创新应用国
内多项储气库建设工程“卡脖子”技术，填

补了储气库多层位协同建库井位优化、水
平井地质导向钻井等技术空白。其中，钻
井过程中采取批钻的方式并对泥浆重复利
用，使储气库水平井建井周期缩短30%，单
井泥浆重复利用率达40%。

最新数字显示，已进入第22个注采周
期的大港油田储气库群，本轮注气量突破
10.01亿立方米，完成总体注气计划的
48.24%，当前注气量占国内储气库注气总
量近五分之一，预计今年注气期注气量有
望突破20亿立方米。

大港油田再添国之重“气”
国内首座全水平井建设储气库试注成功 首日注气约40万立方米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昨天上午，随着挖掘机缓缓启动，位于海河柳林地区的华兆路
二期（台儿庄南路—国盛道）项目开工。这也是天津海河柳林“设
计之都”核心区综合开发PPP项目中首个开工的子项目。

华兆路二期起点接台儿庄南路，终点接国盛道，全长约742
米，双向四车道。预计今年6月下旬完成道路基础施工，10月底建
成通车。

项目现场生产副经理王立超介绍，华兆路二期对优化区域道
路系统和路网结构、支持柳林公园建设及柳盛道两侧开发具有重
要意义，“目前现场建设者约有60名，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等机
械设备也已陆续到位。我们将开足马力加紧施工，确保道路如期
通车。”

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地处东丽、津南、河东、河西四区
交汇处，总用地面积14.5平方公里，以数字设计、智慧设计为主导
产业，以智慧城市和生态宜居为主要特征。其中，天津海河柳林
“设计之都”核心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占地6.4平方公里，是我市首
个省级综合开发类PPP项目，建设内容包含设计产业配套、市政基
础设施、绿色生态设施、新基建智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5大类工
程，共计83个子项目，投资估算合计125亿元，建设期5年，运营期
15年。

天津设计之都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文勇俊表
示，目前，海河柳林地区主要交通路网基本形成，途经该地区的地
铁10号线今年建成通车，11号线正在加快建设。华兆路二期开工
后，将推动设计之都产业服务中心、柳林桥、设计公园、柳林公园等
重点子项目的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昨日从宝
坻区了解到，作为2022年该区20项民
生实事项目之一的潮阳公园儿童乐
园完成建设，将于“六一”儿童节正式
向市民开放，为宝坻人新添“遛娃”好
去处。

据介绍，潮阳公园儿童乐园是在原
有公园空地上新建的儿童娱乐空间。
项目自今年4月25日开工，经过场地平
整、铺设塑胶地面、绘制益智图画、拆除
破损座椅、更换防腐木凳，以及增设功
能多样、游玩性强的儿童组合式滑梯，
既能让孩子们尽情游乐，又能满足成人
的休闲需求。
“对公园内的所有设施，我们都着

重考虑孩子的安全，要求施工方保证设
施无毒、无污染。”宝坻区城管委绿化养
管所所长张艳玲说。

潮阳公园儿童乐园“六一”开放

宝坻添“遛娃”好去处

“设计之都”首个子项目开工
海河柳林核心区综合开发PPP项目启动

�两台核酸筛查便民服务站近日在北辰区小淀镇国
际当代艺术园区投入使用，不仅可满足高频次核酸筛查

需要，还能最大限度避免交叉感染风险。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许磊 摄

昨日23时起，河北区解除全域参照防范区管

理措施，同步解除交通管控限制。

图为金钢桥拆除隔离板。

本报记者 胡凌云 摄

�连日来，河北区封
管控区“大白”在烈日下配

送物资，保障区域内居民

正常生活。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朱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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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邯郸市
峰峰矿区、2022年5月13日（含）以来途经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的来
津及返津人员实施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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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