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日夜，天津轨道

交通开放日主题活动在

地铁6号线梅江公园站

举行，34名市民体验官

参加防汛应急演练。

上图 手举发光指挥

棒的工作人员带领乘客

通过疏散平台转移。

左图 轨道消防支队

消防员救助伤员。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5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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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
年6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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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0时至24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年中最大的购物节落
幕。来自线上主战场京东方面的数据显示，天津地区的
客单价位居全国第6名。天津滨海新区高居全市消费力
排行榜第一名，其次是西青区、南开区、东丽区和武清区。

京东消费大数据显示，我市各区人均消费排行榜上，
武清区的人均消费“一马当先”，其次是滨海新区、和平区
和宝坻区。

全市购买力最强的街镇排前5名的分别是王稳庄
镇、天宝工业园区、赫各庄镇、梅厂镇和侯家营镇。购物
节期间，我市高质量农产品销量第一的是宝坻区，其次是
西青区、蓟州区、和平区和东丽区。

消费大数据还显示，我市新用户趋于年轻化。其中，
35岁以下用户占比48%，女性占比高于均值12%，天津
“姐姐”们普遍掌握着全家买买买的大权。

天津人最喜欢买哪些商品？热销商品成交额位居前
5的分别是：格力1.5匹空调、少儿直播网课、全自动智能炒
菜机器人电饭煲电炒锅、轻奢复古地毯、无线智能洗地机。

618购物节天津消费力迸发

滨海新区最能买 武清区人均消费最高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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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进入汛期以来，
我市共派出检查组682个、1889人，实地检
查防汛关键点位2046处，发现问题404项，
目前全部整改或落实应急度汛措施，特别
是地铁、地下商场出入口等易发生洪沥水
倒灌的重点部位，已提前布防挡水板、沙袋
等抢险物资，提高地下空间应急防护能力。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会同各区、
各部门、各单位，立足防极端防极值防极
限防超常，扎实备战迎汛措施，健全防汛
预案体系，将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纳入防
洪应急响应条件，明确极端强降雨各部门
自动启动“关、停、限、避”应急措施机制，
突出预警、响应及时性、有效性；组织制定
41个子方案，细化暴雨红色预警、一级应

急响应下停工停学停业和抗洪救援措施，确
保到岗、到人，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极
端天气防范预案。

为夯实防汛抢险基础，我市统筹建立市
级部队、专业、消防、企业等分梯次调动力量
8893人，各区落实各类防汛抢险力量14907
人；广泛开展演练，锻炼队伍、磨合机制，全
力做好迎战极端强降雨预案准备。建立专

储、代储相结合的储备体系，全市各行业、各
区储备3.6亿元可用可调物资，逐库落实调运
方案和装卸力量、运输车辆，增强物资保障能
力。调整充实市、区、乡镇三级防汛抗旱组织
体系，逐一压实轨道交通、下沉地道、山洪地
质灾害隐患点等2172个防范点位，使责任上
肩、措施到人，实现各级责任人从“有名有责”
到“有能有效”。

我市检查防汛关键点位2046处 提高易发生洪沥水倒灌重点部位应急防护能力

地铁等地下空间防汛抢险备足物资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日前从天津
能源集团城安热电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第
六届世界智能大会展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成
果的亮点之一，该公司将在线上展示安防工
业数字系统。据悉，该公司去年智能大会上
的参赛项目，经过上个供暖季的实际应用，
今年将在全市扩大试点范围。

带上AI眼镜，体验高空临边作业的紧张
感；通过用电安全系统，切身感受带电作业
应用场景；着火后如何选择灭火器，怎样规
范使用灭火器；怎样做心肺复苏……在城安
热电公司体验式安全培训室，安全人员正在
对安防工业数字系统逐个功能进行体验和
调试。今年，这一集成对一线作业人员开展
风险防范、故障应急排险的智慧安防系统将
参加智能大会线上展示。
“借助智能大会影响力，在去年参加工业

App创新应用大赛后，我们与智慧供热相关企
业、高校、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供热生
产、综合能源供应等各方面的安全建设。”城安热
电公司副总工程师杨亚龙介绍。该公司研发的
《基于动态3D交互模型的城市供热二次网仿真
系统》，作为去年大赛的参赛项目成功应用于刚
刚过去的供暖季。运维人员借助该系统，实现
了快速找到问题点位，进行调节抢修。今年，这
一系统将进一步推广，助力智慧供热建设。

智慧安防系统“上线”

让供热管理更智慧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021次呼叫行调，列车迫停在梅江公
园至左江道下行区间，区间内有流水且无
法控制，列车发生故障无法动车！”列车驾
驶员向调度指挥中心紧急报告。17日，天
津地铁防汛应急演练在地铁6号线梅江公
园站举行，34名市民作为体验官亲身参与。
“突发暴雨引发梅江公园站至左江道

站下行区间进雨水，淹没轨顶，列车发生
故障，导致列车无法继续前进，列车迫停
区间，需要开展区间列车疏散，做好区间
清客疏散准备，并成立临时指挥处……”
调度指挥中心向涉险车站发出指示。

接到命令，车站工作人员迅速向消防
部门报警，各岗位立即启动区间疏散应急
处置程序，组织各专业开展应急抢险。

列车驾驶员按照调令带领演练人员
迅速向列车尾部进行转移。一名工作人
员手举发光指挥棒，带领乘客通过疏散平
台转移。另一名车站人员清点人数，进行
疏散巡查确认。轨道消防支队到场后，迅
速开展伤员救助工作……

演练过程有条不紊，市民体验官有序
撤离。最终，不到15分钟即完成了演练的
疏散和救援过程。
“参加这次活动，我学到了很多安全

知识和列车逃生技能。”市民李女士表示，
“活动将地铁知识融入演练中，整个过程
既真实又紧张，救援非常专业。”

演练结束后，34名体验官深入了解
了钢轨探伤仪、线路检查道尺等检测设
备的使用方法。曹女士是来自天津交通

职业学院的一名教师，她说：“这次活动主
题特别具有科普和教育意义，这是我第一
次进入隧道洞体，也是第一次看到逃生疏

散平台。我会将活动中的所观、所学、所感
制成课件，与学生们分享，帮助同学们加深
对轨道交通的认识。”

天津地铁举行防汛应急演练

突发暴雨地铁进水 15分钟完成疏散

本报讯（记者 姜凝）高考结束后，如何科
学填报志愿、怎样选择学校和专业等问题成
为高考考生及家长关注的热点。6月19日，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办的“2022天津融媒体
高考招生咨询会”在今晚报大厦举办，这是
天津首场高考招生咨询会。

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等25所我市及外地知名高校招生负责
人现场发布报考资讯，并为高考考生及家长
答疑解惑，助力考生全面了解高校资讯、精
准定位，助圆升学梦。据统计，从上午9时

至下午4时，到场咨询的考生及家长达近万
人次。
“这两年，社会对于中医药类人才的需

求稳步提升，中医学和中药学类专业受到不
少考生和家长的关注，报考我校的人数逐年
增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祁建松
告诉记者，考生和家长的咨询重点主要集中
在医、药、健康科学类、医学技术类、护理类
专业，有志于报考该校特色9年制本博连读
等长学制专业以及入选双一流学科中药学
的考生也不少。

“从此次现场咨询的情况来看，不少考
生和家长越来越理性看待如何选择理想院
校和心仪专业。”天津财经大学招办主任封
文波说，考生和家长咨询相对较多的除了会
计、金融、统计这些传统优势专业外，数学、
计算机等理工科专业也在逐渐升温，这与国
家大力建设新工科、实施智能制造战略等带
来的新发展机遇分不开。“考生要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专业、权衡自己的能力，并结合今
后行业需求和考研、就业等进行综合考量。”
封文波建议。

天津融媒体昨举办高考招生咨询会

高校现场答疑 助力考生圆梦

本报讯（记者 姜凝）近日，南开大学2688名本科毕
业生获得“学生体质健康证书”，其中155人获得“体魄强
健毕业生”称号。为充分发挥体质测试数据的监测和评
价作用，引导学生注重体育锻炼和体质提升，南开大学
日前颁布的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方
案明确，自2022级本科生开始，无疾病或残疾等特殊情
况，不能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合格要求者（4年
综合评定50分）不能毕业。

据了解，南开大学通过在学校运动会设立体测全能
项目、开设“体质测试课外辅导站”、发布“身体素质指
导”视频、举办“体能创造营”等，助力学生体质提升。本
学期，该校还面向教职工和研究生开展体质测试，以提
升师生体质健康水平。从2017年推行体质健康证书政
策至今，该校共有11241名本科毕业生获得体质健康证
书、532名本科毕业生获得体魄强健毕业生称号，两项数
据连续6年逐步上升。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日前，静海区与天津体育学
院共建天津体育学院水上运动中心签约暨赛艇训练基
地揭牌，标志着天津体育学院水上运动中心正式落户静
海，实现了专业队与区域体育的融合发展。

天津体育学院水上运动中心集教学、训练、科研、培
训、文化传播功能于一体，运动项目主要包括赛艇、皮划
艇、龙舟、帆船、帆板、滑水等。该中心致力打造成承担国
家及天津市各级别专业队集训等的高水平专业训练平台，
并计划创建水上运动俱乐部，开设各类水上运动专题培训
班，开展各种形式的水上运动国际交流与文化传播活动。

本报讯（记者 徐杨）完善诊疗服务体系、
加强相关专科和人才队伍建设、优化诊疗模
式、提高诊断能力、强化用药管理、加强医疗
技术管理、丰富诊疗服务内涵。日前从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从现在起至2024年，我市将
利用3年时间持续开展肿瘤诊疗质量提升行
动，从七方面提升全市肿瘤诊疗质量和诊疗
规范化水平。

完善肿瘤诊疗服务体系

我市将构建以市肿瘤区域医疗中心为
引领，肿瘤专科医院和三甲医院肿瘤科为
骨干，区域医联体和专科联盟为支撑的肿
瘤医疗服务体系。通过区域医联体、专科
联盟、对口帮扶等方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
肿瘤诊疗能力，形成技术指导、上下联通、
分级诊疗、分工协作、中西医协同的服务
机制。

加强相关专科和人才队伍建设

各有关医疗机构将规范肿瘤、中医、
放疗、病理、检验、放射等相关科室设置，
使科室布局、设备配备、技术水平等与开
展的肿瘤诊疗工作相适应；在建设肿瘤
科、相关手术科室医师队伍同时，加强配

备、培训、培养肿瘤专科临床药师、病理医
师、肿瘤患者护理人员、肿瘤诊断病案专
业人才。

优化诊疗模式 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医疗机构将根据肿瘤病理分型、分期、
分级、分子生物学特征，综合患者基本情况、
治疗经过等，科学合理选择手术、化疗、放
疗、生物靶向治疗、中医药等治疗方式。推
行“单病种、多学科”诊疗理念，多学科讨论
制定综合诊疗方案，多学科联合查房共同监
测评估诊疗效果和病情进展，共同实施相关
检查治疗，提升治疗效果。

提高诊断能力 促进合理医疗检查

鼓励医疗机构综合考虑风险、医疗费用
等因素，对检查项目进行分级管理，明确不
同级别检查检验项目的具体管理要求。接
诊或收治患者的医疗机构无法开展的医疗
检查项目，鼓励通过建立医联体、肿瘤诊疗
协作组、委托第三方等方式实施。

强化用药管理 提高规范化水平

医疗机构将建立抗肿瘤药物遴选和评
估制度，结合临床需求制定并定期调整抗肿
瘤药物供应目录，鼓励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收
录、国家医保谈判或集中采购涉及的药品。
加强抗肿瘤药物全过程管理，充分考虑药物
临床治疗价值、可及性和成本—效果比，合
理使用抗肿瘤药物。

加强医疗技术管理 开展临床应用

医疗机构开展肿瘤诊疗相关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须具有符合要求的诊疗科目、专
业技术人员、相应的设备设施和质量控制
体系。对患者实施限制类医疗技术前，临
床科室应组织讨论，必要时请有关科室会
诊，充分告知必要性、医疗费用、医保政策、
存在风险和替代方案等，取得书面同意后
进行。

丰富诊疗服务内涵 加强人文关怀

各区、各机构将结合推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健康体检等，推进
实施肿瘤早期筛查。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将转变医学模式，关心关注患者心理变化、
心理社会需求，提供心理支持。将姑息治疗
理念融入肿瘤诊疗全过程，加强功能康复、
长期护理和营养支持，推进安宁疗护，提高
肿瘤患者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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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实施肿瘤诊疗质量提升行动

瞄准七大重点环节提升肿瘤诊疗水平

昨日，北辰区江南春色社区开展“父爱

如山，快乐相伴”主题活动，爸爸们陪孩子制

作木梳。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南开大学2022级本科生开始

体质健康不达标不能毕业

静海区与天津体育学院

共建水上运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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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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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上
海入境人员），实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及7
天医学观察，抵津后24小时内、第3（隔离满48小时）、7、
10、14日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解除管理。
中高风险地区及其所在街道（乡镇）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新增具有2022年6月11日（含）以来途经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乌鲁木齐新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
师，具有2022年6月10日（含）以来途经广东省深圳市福
田区、罗湖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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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