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市民“全副武装”抵御酷热。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外
卖
员

昨日，外卖员在便道边喝水降温。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石乔 魏巍 摄

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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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6月20日0时至24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四部门联合启动2022年度营养健康餐厅、食堂建设

健康配餐和烹饪 公示盐油糖用量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6
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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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高考之后警惕诈骗花招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高考志愿规划师动辄收费上万元 靠谱吗

教育部门发布预警 提醒家长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

本报讯（记者 徐杨）我市将以大型连锁餐饮店、具有
一定影响力品牌餐饮企业为重点建设营养健康餐厅，以学
校、单位食堂（职工食堂）为重点建设营养健康食堂。昨日
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市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教育、商务
四部门联合启动2022年度营养健康餐厅营养健康食堂建
设，年内各区将建设不少于5家营养健康餐厅、不少于10家
营养健康食堂，其中滨海新区将建设不少于10家营养健康
餐厅、不少于20家营养健康食堂。
营养健康餐厅以餐饮服务经营者为对象，鼓励、引导餐

饮服务经营者实现以“三减”、合理膳食、杜绝浪费为目标的
营养转型升级，向消费者尤其是众多的外出就餐者展示营
养健康的菜品，传递正确的营养知识和配餐理念，从而加快
全社会形成健康生活方式。营养健康食堂建设以满足学
生、职工营养健康需求，促进学校、单位食堂健康发展为出
发点，从组织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营养健康教育、配餐和

烹饪、供餐服务等方面指导学校、单位食堂成为学生、职工
提高自我营养健康管理能力的有力抓手。

营养健康餐厅在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原材料采
购制度，保障餐厅所用食材种类丰富、新鲜，减少腌制、腊
制及动物油脂类食材的使用；鼓励建立健全盐油糖（包括
含盐油糖的各种调味品）使用登记制度并进行人均消费
量统计，逐步减少菜品的盐油糖用量和消费者人均盐油
糖摄入量。配餐和烹饪方面，鼓励优先采用减少营养成
分损失和保持自然风味的食物烹饪方法，少用炸、煎、熏、
烤等；鼓励食物多样、合理膳食，菜单中提供全谷物、奶
类、新鲜水果、低糖或无糖饮料等供消费者选择；鼓励不
断创新改良菜品，对低盐、低脂、低糖菜品进行醒目标示，
增加菜单中低盐、低脂、低糖菜品比例；鼓励推出适合老
年人、儿童、肥胖者、糖尿病患者等特殊人群的菜品，并进
行营养特点描述和说明。

营养健康食堂组织管理方面要围绕合理膳食和减盐、
减油、减糖制定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保障食堂所用食材种
类丰富、新鲜，减少腌制、腊制及动物油脂类食材的使用；记
录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各种调味品）采购量、入库时间、重
量，并计算人均摄入量，定期公示每周盐油糖使用量、人均
每日或每餐摄入量并达到相应目标。每周配餐方面，应当
至少包含5种谷薯杂豆类、10种新鲜蔬菜且深色蔬菜宜占蔬
菜总量一半以上、5种水产禽畜蛋类、5种奶及大豆类。在烹
饪和加工环节，鼓励优先采用减少营养成分损失和保持自
然风味的食物烹饪方法，在保持菜品风味特色基础上尽量
减少盐油糖（包括含盐油糖各种调味品）用量，减少盐油糖
含量较高的菜品供应。提供套餐或份饭的食堂，一周内食
谱尽量不重复。鼓励自由取餐的食堂参考季节气候天气、
本单位职工劳动强度、年龄性别结构等提供标准化套餐，以
满足其一餐能量和主要营养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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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070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2804330927 06 02

全国投注总额：35659899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9注
226注
1543注
80277注

1524288注
8528154注

7137010元
10637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847642672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162期3D开奖公告

8 6 4
天津投注总额：71849871849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55注
608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本报记者 赵煜 房志勇 实习生 魏剑锋

日前，本报热线电话接到家长反映孩子参加高考后，多次
接到自称某部门内部人士的短信和电话，表示只要告诉对方
考生信息就能帮着“提前查分、内部录取，甚至申领助学补助”
等。6月19日，记者采访了天津市反诈中心一线民警，民警提
醒：“诈骗分子围绕‘查分’‘录取’‘报志愿’等内容吸引家长上
钩，请家长切勿相信。”

上不明网站提前查分 假的

利用家长和考生想尽快知道高考分数的心理，诈骗分子会
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提前查询高考成绩”，同时附有虚
假广告的网址链接。不少家长和考生会点开网址链接查看，殊
不知手机已被偷偷植入木马软件。民警提醒，考生和家长不要
轻易点开不明链接，否则不仅会损失钱财，还会泄露个人信息。

内部有指标花钱可录取 别信

记者采访中发现，填报志愿期间，会有骗子打着“有内部
指标”的幌子，对家长谎称某高校名额没招满，通过花钱“打
点”可让考生获得补录或内部录取的名额。民警提醒，这些都
是诈骗分子的骗钱说辞，他们的目的就一个，骗取他们口中确
保录取的“保证金”。

人未报到缴费电话先到 骗钱

最需要提防的是冒充学校招生办老师打来的电话，他们
往往要求学生提前将住宿费、学费、教材费等转入对方提供的
指定账户，甚至搭建与学校官网高度相似的虚假收费网站，学
生或家长很容易信以为真，将费用转给对方。民警提醒，接到
此类电话，应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学还没上先领助学补助 陷阱

发放助学补助之类的信息也别信，一旦按照对方要求提
供考生个人信息，并按其指示操作，家长最终会落入骗子的陷
阱。民警提醒，真正的助学补助需要学生到校确认学籍，经过
申请、提交材料、验证等流程才能办理。

高考顺利结束，考生和家长在放松之余，一定要提高防
骗、识骗意识，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即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
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本报记者 黄萱 韩爱青

高考之后，填报志愿成为考生和家长的一件大事。有
人说“七分考，三分报”，考生和家长对志愿填报十分重视，
于是一门生意应运而生——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这项服务
颇受家长的青睐，但是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的收费不禁
令人生疑——这靠谱吗？

家长心态

“浪费”钱也不能“浪费”高考分数

河西区的李女士刚为女儿报名了一对一高考志愿填报
指导课程，花费19800元。“我没报最贵的，还有的家长报了
四五万元的一对一服务呢。”李女士说，“这是以前孩子补课
的教育机构开设的指导课程，我觉得咨询老师说得很有道
理，填报志愿和考试成绩一样重要，高考成绩，一分都不能
‘浪费’。”

李女士宁可“浪费”钱也不能“浪费”孩子高考分数的做
法引发关注，“太贵了，简直是天价。”“花这么多钱就为报志
愿，值吗？”“学校老师不是也能指导志愿填报吗？”“别再是
智商税吧！”在周围同事的质疑声中，李女士也开始担心起
来：高价的指导真能帮得上忙吗？

高考成绩下来之前，各类报考服务便瞄准了考生和家
长，大量信息纷至沓来，压得家长喘不过气来。近两年很多
省份实行新高考政策，合并本科批次，实行“专业+院校”
“平行+顺序”等多线录取模式，一系列变革让家长和考生
多了一份焦虑。于是，一些家长和李女士一样，选择花钱寻
求外力帮忙。

记者调查

高考志愿规划服务没有收费标准

记者调查发现，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咨询服务的专业老
师有一个特别洋气的名字——高考志愿规划师，2020年我
市实施新高考改革后，不少于30家培训机构推出这项服务。
记者联系上一家名为“天津北洋升学规划服务中心”的

机构，接受采访的王老师说：“我们公司有6名高考志愿规划
师，收费在6000元到10000元不等。目前已预约的家长有20
多人，但还未到预约高峰。”

高考志愿填报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学生个人情况
以及各地区各院校方面的信息。记者发现，几乎每家开设
志愿填报服务的机构都宣称自己有完备的大数据系统，掌
握全国所有院校历年录取信息。吸引家长的正是推销老师
关于报考统筹安排的理论以及大数据系统的数据。

王老师在采访中坦言，目前高考志愿规划服务没有收费
标准，高考志愿规划师也没有正规的资格证，“这个行业经验
比证书重要。目前，行业内部从业人员的水平良莠不齐。”

记者从天眼查上查询，发现这些培训机构的经营范围多
为教育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并没有高考志愿填报等内
容。这些机构大多是实施“双减”政策后由课外辅导教育机构
转型而来的产物，专门从事过招生工作的老师并不多。

特别提醒

谨防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高考志愿规划师并未列入人
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不算是一种职业，更谈不上资
格认证等。在天津市经营范围自主申报辅助查询平台上的经
营项目目录中，记者也没查询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或与其
相关的业务。

另外，高考志愿规划师的资质、服务定价以及服务流程，都
尚未形成行业标准，定价基本上是机构自己说了算，行业监管方
面也存在空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家长投诉无门的情况。

在教育部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一则2021年6月16日发
布的预警，教育部表示，目前没有与任何招生考试机构、高
校、社会机构或个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合作，切勿轻
信所谓的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提醒家长谨防高价志愿填报
指导诈骗陷阱。

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张立平提醒家长，不要盲
目相信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不可否认，有些专门从事高
考志愿填报研究的机构，对于高等学校招生机制和原则做了
大量的分析，可以为部分学生提供咨询意见，但并不是所有的
机构都有相关教育资质和志愿填报指导的能力。高考志愿填
报是有章可循的，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会发布高考成绩统计情
况和近年来各高校录取分数情况，家长可以根据学生在全市
的排名，近三年的控制线、投档线、最低录取分数线等信息选
择学校和专业。家长和学生也可以参加教育部门、考试机构
和高校组织开展的考生志愿填报指导服务活动等，获取专业、
规范和科学的指导。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夏至节气到来，气温不断攀
升，昨天，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我市最高气温达
39.5℃，地面最高气温更是高达53.6℃。

昨天，津城晴热来袭，闷热感十足。市气象台发布
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持续中，静海区气象台更是将高
温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
16时，市区最高气温达38.2℃，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静
海区，为39.5℃。
受暖脊影响，加之地面相对湿度较小，配合西南

风增温，使得昨天津城的地面温度也较高，市区最高
地面温度达46.8℃，地面温度最高出现在静海区，达
到53.6℃。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今天白天，我市气温依

旧较高，在34℃上下，这种晴热将在今天夜间得到暂时缓
解。今天下午到前半夜，我市将出现雷阵雨天气过程，可
能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
已经进入夏至节气，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颖介绍，

在这个节气中气温比较高，雨水逐渐增多。我市节气内
平均气温是25.6℃，最高气温的平均气温为35.5℃，平均
降水量为24.3毫米。尽管夏至气温较高，但还不是一年
中最热的时候，所谓“热在三伏”，暑热天气最鼎盛的时
段，将出现在7月中旬到8月中旬。

■本报记者 胡萌伟

昨天，我市迎来高温天气，各大工程项目建设者奋战
在一线。同时，项目部采取错峰施工、发放防暑用品等方
式，在不延误工期的情况下，尽可能避免高温下的持续室
外作业。
“从现在到9月，防暑降温都是我们的重点任务之

一。”中国一冶西青中升挑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部基地
项目经理王建英介绍，目前项目正在进行二次结构的抹
灰施工，计划7月底交付包括研发楼、办公楼、宿舍楼在内
的3栋单体。

王建英说：“高温来袭，我们灵活调整了现场的施工时
间，上午下班时间由12点提前至11点，下午上班时间延后至
下午3点，尽量避开中午最热的时段。未来几天，如果温度
仍然比较高，我们会随时调整作业时间，错峰施工，保证现
场近200名工人的安全健康。”

中建三局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
地二标段项目副书记柴茹告诉记者：“今天温度太高，我
们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暂停了室外作业，工人全都
在室内进行其他作业。项目部除了为工人提供必备的防
暑降温用品外，也为建设者设置了休息亭。为了确保项
目安全，管理人员一直在现场进行安全巡查，越是这样的
天气，他们越辛苦。”

高温下保障一线建设者作业安全

避开最热时段 进行错峰施工
夏至迎来高温日

今夜将有雷阵雨 晴热暂时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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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具有2022年6月12日（含）以来途经北京市昌平

区小汤山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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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天居家隔
离（同户同室）。
新增具有2022年5月16日（含）以来途经辽宁省丹东市

振兴区、元宝区，具有2022年6月5日（含）以来途经吉林省
吉林市龙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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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我市开展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图为河

西区天涛园社区，居民有序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