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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6月12日0时至24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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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昨日是我市复课首日。早晨不到7时，和平区西康路
与贵州路交口，天津市第二十一中学门前，交警和平支队
贵州路大队新兴警区的4名交警和辅警已提前就位。

西康路与贵州路交口是个不规则的五岔路口，往来车辆
密集，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混行，周边除了学校外还有医
院等单位，通行环境较为复杂。7时许，位于路口西侧的天津
市第二十一中学门前已有学生陆续到校，警区警长付雷立即
调整警力部署，将2名警力分别调到学校门口和临近路口的
斑马线前，分流疏导途经车辆，提示送学车辆即停即离。7时
20分许，学校门前接送学生的车辆陆续增多，负责学校门前
疏导的付雷加快了脚步，不停地喊话、挥动双臂，引导途经的
社会车辆依次通行，提示送学车辆遵守学校门前秩序。
“同学们，请快速安全通行。”值守在西康路与贵州路

交口学校门前的一名辅警，看到人行过街信号灯已变为红
灯，但仍有几名学生还未通过斑马线，便向放行方向的机
动车驾驶人做出手势，示意车辆稍等，让学生继续通行。
等学生全部通过斑马线后，辅警指挥机动车继续前行。

据付雷介绍，为保障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途经社会
车辆正常通行，西康路与贵州路交口岗组除负责路口执勤
疏导任务外，在上下学时段还肩负着护学岗的责任。
“按照市公安交管局部署，我们采取一校一策，针对每

所学校门前的交通状况都提前做了预案。”交警和平支队
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畅介绍。根据学生上下学时间，
公安交管部门结合疫情防控需要和群众出行实际情况，提
前制定保障措施，全面加强校园门前交通秩序管理。首
先，与市、区教育部门和学校建立三级协同联动机制，摸底
调查上下学交通方式，更新学生出行数据，建立“点对点”
通信联络机制，及时掌握学校上下学信息和校园门前通行
情况。同时，开展学校门前交通安全设施排查，增设交通
标志标线、减速带，修复坏损设施。

另外，交管部门还加大疏导管控力度，在开学复课时
段实施高等级疏导勤务，按照“定时、定岗、定人”原则落
实护学勤务，科学布设警力，并根据交通流量变化同步优
化调整交通组织、信号配时和道路渠化，提升道路通行能
力。优先在主干道交叉口、地铁施工区域设置联动勤务，
在快速路、支次路设置铁骑、电动自行车巡控勤务，统筹
治安、特警、交警护学勤务，进一步加大学校门前重点时

段、路段管控力度，实现安全畅通一体推进。
“铁拳2022”专项行动持续发力，严格治理校车、接送学

生车辆以及小型微型面包车超员、超速、非法改装等危害学
生交通安全的严重违法行为。与地图企业合作，及时发布
路况和出行提示。同时，根据天气变化，适时启动应急交通
组织疏导预案，加强路面巡控，及时发现处置交通拥堵、事
故等突发情况。

本报讯（记者 万红）从预警点位执法人员收到车载移
动布控设备的报警提示和违法车辆抓拍图片，到迅速通知
前方执法人员采取布控措施，不到30秒的时间，一辆涉嫌违
法的车辆就在距离预警点位200米左右的红绿灯路口，被执
法人员引导靠边停靠，并实施执法检查。这便是近期我市
通过“慧治网约车”应用场景开展科学化精细化治理的一
个缩影。

由于传统执法手段与互联网新业态之间的信息差，我
市交通运输部门在执法中曾遇到“检查难、发现难、取证
难、督改难”等痛点。得益于《天津市加快数字化发展三年
行动方案》部署，从去年开始，市交通运输委会同市公安
局、市委网信办积极探索能够服务于一线执法、应用于实
际场景的数字化治理模式，联合打造了“慧治网约车”应用
场景，有效实现了数字、科学、规范执法。
“相较于传统凭经验逐车排检的执法方式，我们一直

在研究如何能更加有效地提升执法效率、能力和水平。”市
交通运输执法总队总队长杨光表示，“我们用科技提效率、

用技术促能力、用数字上水平，将提前预警、精准锁定、实
时取证等需求融于一套数字化场景中，努力实现执法最好
的综合效果。”

为此，市交通运输委、市公安局、市委网信办成立工作
专班，围绕业务难点、堵点及高频事项梳理出清晰的场景
需求，反复开展模型测试调试，并通过政务外网“二类区”
建设和“城市大脑”中枢平台打通数字壁垒，通过“津监管”
App、车载移动布控设备和手持终端的协同配合，实现大数
据研判成果的输出运用，打造“慧治网约车”应用场景。该
场景可通过汇聚企业登记、行政审批、执法监管以及平台
企业的订单信息等数据，自动识别高风险违规车辆并提供
热力图和预警信息，不仅能实现执法勤务的灵活部署、执

法检查的精准实施，还可一键获取有关网约车的订单数据等
证据材料，保证了执法取证的快速进行。
“数据打通了，我们执法办案有了更多抓手。”市交通运输

执法总队执法队员王长安说，“比如，将有过闯卡逃逸、多次违
法记录的车辆和驾驶员纳入重点监管名单，督促网约车平台
下线处理。一旦这些车辆再次上线，我们能够及时发现，并依
据自由裁量基准从严从重处罚，还可将有关数据进行点对点
精准通报，对网约车平台形成执法震慑。”

据统计，依托相关“慧治”举措，我市网约车订单合规率不
断攀升。交通运输部对全国36个中心城市订单合规率排名显
示，天津市排名已从2021年8月的第25名跃升至今年5月的第
15名，订单合规增长率全国第一。

复课首日 一校一策护航交通安全
——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加强校园门前交通秩序管理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5月28日晚，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甘肃分院负责人季宇在甘肃省甘南州舟曲县奋不
顾身勇救两岁落水儿童，彰显大爱担当。

当天20时许，季宇与同事刚从项目踏勘现场返回舟曲县
城，到一家农家院吃晚饭。农家院内有一个养鱼池，池水中央
有座小桥。季宇正在小桥上打电话，突然看到一个大约两岁
多的孩子在池塘中扑腾，越扑腾离岸边越远，情况十分紧急。
季宇立即扔掉手机，跳进池塘，迅速把孩子抱上岸。“当时，孩
子嘴唇青紫、皮肤苍白，因为呛水一直哭不出来。”目睹这一幕
的于劲翔告诉记者，“季宇身上的衣服湿透了，裤子上沾满了
黄泥，冻得瑟瑟发抖，这些他都没有顾及，一心想着落水儿童
的安危。经过简单的抢救，孩子终于有了哭声。”

落水儿童的爸爸姚亚军得知季宇是甘南州对口援建单位天
津建院的建筑师之后，非常激动地说，通过这件事，津甘之间的
情意更浓了！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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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暴露调查新增具有2022年6月6日至6月9日途经
北京市门头沟区唱吧麦颂KTV（冯村店）相关轨迹的来津及
返津人员，本人参照密切接触者管理；同住人员参照密接的密
接管理。管理日期不足14天时，要确保全部管理人员纳入管
理前4日，解除隔离前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6
月12日0时至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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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截至2022年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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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3件，其中：滨
海新区2584件，和平区413件，河东区824件，河西区816件，南
开区939件，河北区646件，红桥区339件，东丽区729件，西青
区867件，津南区925件，北辰区1028件，武清区858件，宝坻区
922件，宁河区630件，静海区957件，蓟州区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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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援甘干部勇救舟曲落水儿童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本报记者 黄萱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随着HPV疫苗
的诞生，这种癌症成为为数不多能够预防的癌症。由于
HPV疫苗预约难，不少“黄牛”看中这一“商机”——在他们
那儿多交一两千元，3个月内就能打上四价、九价疫苗。这
样的事情靠谱吗？

HPV疫苗在正规渠道真的挺难约

HPV疫苗即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称宫颈癌疫苗，分为
二价、四价和九价等。宫颈癌疫苗接种有年龄限制，二价和四
价疫苗的限制年龄为9岁到45岁，九价疫苗目前国内的接种年
龄限制是16岁到26岁。

记者通过天津本地宝查到疫苗预约平台，在“搜苗”小程
序中查看，四价疫苗可预约的医院仅有津南区健坤综合门诊
部，但排队等候的多达33694人。该院的九价疫苗排队等候的
有31324人。“约苗”公众号是与疾控中心、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合作的，疫苗接种单位可以将疫苗种类和库存更新到平台。
“约苗”上的医院较多，四价和九价疫苗排队等候最少的6000
多人，最多的达4万人。

网购平台有“预约接种疫苗”商家

受访者小王是个大学生，一年多前开始预约九价疫苗，可
到现在也没约上。小王和朋友闲聊时听说，有人在中介那里
约到了疫苗，从预约到接种，不到两周时间。小王想找中介，
又怕上当。

记者在小王的朋友圈里看到“黄牛”发布的消息，与其取
得联系。“四价如果有的话一周就能打上，九价的现在就有。
四价的服务费是1000多元，九价2000元以上。”“黄牛”说。

当记者问起预约疫苗的细节时，“黄牛”却非常谨慎，具体
去哪家医院打、怎样预约、等待多长时间等都不愿多说，只是
一个劲儿地保证，肯定能接种上。

记者在淘宝上输入关键词“天津HPV疫苗”，出现多个链
接，其中两家成交率最高的店不仅能预约到天津的疫苗，北
京、石家庄、武汉等城市的疫苗也可以预约。四价的总价为
3500元（官方报价2394元），九价为6180元（官方报价3894
元）。预约时间为1到3个月。除淘宝外，京东、拼多多等网购
平台同样有“预约接种疫苗”的商家。

投诉问题一堆“黄牛”不靠谱

记者在网络投诉平台上输入关键词“HPV疫苗”，出现了
700多条投诉。投诉问题多为服务费高却无法保证三针、退款
难、虚假宣传等，甚至还有人指出，“黄牛”安排的接种医院没
有资质。

天津融耀律师事务所王秀杰律师表示，接种疫苗预约过
程中出现的“黄牛”，以非常规的手段构造网络预约请求，不但
破坏了公平的交易秩序，而且还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在此
提醒广大市民，“黄牛”并不靠谱，不要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房志勇 黄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自2016年1月1日
起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以来，“二孩”生育率明显提升。眼
下，第一批“二孩”已经到了入学的年龄。采访中，记者发
现，随着我市“多孩”家庭增多，“二娃”跟哥哥姐姐不在一
起上学，让家长遇到了接送不便等问题，面临着“顾了老大
顾不上老二”的尴尬。

家长求助

兄弟不同校 接送有些难

日前，家住滨海新区贻成豪庭小区的黄女士向本报热
线反映，距她家最近的是云山道学校，第二近的是新北第
一小学，最远的是塘沽工农村小学。“我家老大就读于新北
第一小学，老二分到了塘沽工农村小学，老三还在上幼儿
园。我和我先生都是外地来津人员，没有老人帮忙，只能
自己接送。我平时还得上班，太累了。”

记者实地走访了黄女士的送娃之路。贻成豪庭小区
在滨海新区厦门路上，新北第一小学在河北西路上，两地
相距1.3公里，驱车六七分钟，步行20分钟左右。较远的塘
沽工农村小学距离小区2.3公里，驱车10分钟，步行则需要
半个小时。“早上送孩子，不是老大提前到校，在校门口等
着开大门，就是老三迟到，吃不上早餐。”黄女士说。

从滨海新区教体局获悉，目前滨海新区的学位状
况紧张，新北第一小学在建校时计划每个年级4个班，
已连续5年招收了6个班，2021年实在无教室可用，只能
招4个班。“由于校舍资源紧张，所以贻成豪庭小区学片
分给了塘沽工农村小学，两者距离在3公里以内，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目前确实没有哥哥去哪所学校，弟弟

也得跟着去哪所学校就读这一规定。”滨海新区教体局
的工作人员表示。

无独有偶，家住河西区的周先生和家住和平区的张先
生都是“二孩”家庭，今年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家老大读大班，老二今年上幼儿园。现在进幼儿园

都是摇号入园，老二可能摇不到老大所上的幼儿园。我和妻
子是双职工，之前都是老人带着老二送老大上幼儿园。幼儿
园7点30分开园，早上8点前吃早餐，新学期如果老二摇不到
老大所在的幼儿园，无论先送谁，另一个孩子都很难在8点前
送到。”周先生很无奈。
“我家两个孩子都是和平区的户口，姐姐上小学二年

级，弟弟今年9月份上学，在哪儿上学需要通过摇号确定。
和平区不大，但单行路多，我看了看学区内的几所学校，如
果不在一所小学上学，送完一个再送另一个，要绕一大
圈。”市民张先生在电话中反映了自己即将面临的困难。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我市不少市民都遇到了这些情
况。“既然国家放开了‘二孩（三孩）’政策，相关部门是否应
该考虑到这些家庭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提供相应的社会
服务。”黄女士说。

记者调查

教育系统没有相关政策 个别园所有便民措施

“多孩”家庭，尤其是孩子年龄段相近的家庭，能否上

同一所幼儿园或小学？就此问题，记者采访了我市多个区教
育局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案几乎一致——“目前有针对双
（多）胞胎家庭的政策，双胞胎子女有两个摇号机会，家长可
以为俩孩子选择一所幼儿园。这一政策有效解决了双胞胎
家庭接送孩子的难题。”“目前没有针对多孩家庭的配套政
策。”“不同年龄段的‘二孩（三孩）’家庭，还是需要通过摇号
获取幼儿园学位。”

采访中记者获悉，有的区内幼儿园自行实施了一些便民
措施。“我们去年招收了好几个‘二孩（三孩）’家庭的孩子，早
晚接送确实无法按时按点的，我们临时安排了一个早晚班，早
上7点30分前到，放学时可以晚走会儿，由负担轻的老师轮流
盯班。”一家幼儿园负责人告诉记者。

专家呼吁

落实“二孩”生育政策 社会需要配套服务

对于全面落实“二孩（三孩）”生育政策，支持人口优生优育
政策，减轻父母带孩子的负担，有针对性地解决入托入学问题
及异校接送孩子这一社会问题，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丛梅
研究员谈了几点看法，建议相关部门深入基层调研，出台具体
配套措施；与此同时，参考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适
当延长“二孩（三孩）”母亲的产假、育儿假，并适当给予接送孩
子上下学时间上的人性化照顾。幼儿园和学校也要考虑在闭
园后设置专班，安排老师值班，适当延长接孩子的时间。

接种宫颈癌疫苗

找“黄牛”预约有风险

“多孩”家庭孩子不在同一所学校就读 家长遭遇接送不便等难题

兄弟去上学 能否手拉手

数字化推动城市治理水平提升“慧治网约车”应用场景科学治理网约车

不到30秒 精准“控制”涉嫌违法车辆

漫画 单君

去幼儿园！ 去学校！

复课首日，在东丽区东羽小学，学生们尽情享受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翟鑫彬 摄

上图：昨日，河西区

平山道小学的学生们在

上课前先做防疫洗手操。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下图：昨日，南开区

西营门外小学的学生们

有序排队测温入校。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