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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无新增本土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海河上的“非遗课堂”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全力迎战今年汛期首次强降雨
第一梯队力量集结待命 40个防汛物资仓库做好调拨准备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晚从市防办
获悉，立足防“极值”防“超常”防“突发”，我市
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应急处置实施方案，全力
应对今年汛期首次强降雨。截至记者发稿
时，驻津部队、武警部队等共计12800余人的
第一梯队力量均处于集结待命中，40个防汛
物资仓库车辆和装卸力量都已落实，可随时
调拨。

目前，我市建立了涵盖京津冀，市、区两
级防指，会商预警、信息发布等5个防汛工
作群，第一时间传达调度指令、汛情信息，及
时向各区、各部门通报雨情水情实时信息，
“点对点”调度部署防洪、防内涝、防山洪地
质灾害措施；同时依托市应急救援指挥平
台，实现纵向与国家防办、市政府、16个区
防办，横向与市气象局、市水务局等数据、视

频互联互通，每天4次综合研判强降雨影响
区域、河道水库水情、山洪地质灾害和风暴
潮风险。

记者了解到，在10个常态化防汛督查组
基础上，市防办还对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值
班值守、力量布控、物资前置等措施进行重点
督战，部署强降雨应对措施，加强应急值守，
及时启动防汛预案和“一点一策”方案，特别

是强化险工险段、下沉地道、轨道交通、危陋
房屋、建筑工地、学校医院、山洪地质灾害隐
患点，以及沿海堤防口门、港口码头等3800
余个重点部位巡视巡查、抢险力量物资预置，
提前做好防大汛、除大涝、抢大险、救大灾准
备。此外，对全市348个下沉地道涵洞，相关
部门严格执行积水断交隔离措施，保障市民
出行安全，防范化解重大洪涝灾害风险。

本报讯（记者 王睿）按照《天津市防汛抗
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昨日，市防办经会商
决定启动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按照职责分工，及
时上岗到位，启动应急预案和防汛重点点位
“一处一预案”，持续加强值班值守，保持通讯
畅通，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联合会商，科学调
度防洪工程；同时加强堤坝巡查防守，提前布
防队伍物资，及时封控疏导交通，做好防洪排
涝抢险救援准备，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

记者了解到，各涉农区落实农田除涝
措施，文化旅游、商务部门做好景区景点、
地下商业设施安全防范，交通运输、住建等
部门及时分析研判停运、停工形势，蓟州区
提前做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此外，各区、
各单位多平台、多渠道滚动发布预警、响应
信息，提醒市民减少户外活动，做好自我保
护，并根据预警及时启动应急机制，果断自
动采取“关、停、限、避”措施，全力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截至26日23时，
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天气。全市平均降
水量为13.7毫米，最大降水量为70.3毫米，出
现在静海区梁头，最大小时降水量为50.2毫
米，出现在武清区汊沽港。市区平均降水量
为24.2毫米，最大降水量为51.0毫米，出现在
南开区眺园里，次大降水量为50.2毫米，出现
在河西区东风里。
市气象台在最新研判基础上，将此次降

水过程的全市平均降水量略向下调整，从原
来的40到70毫米调整为30到50毫米，局地
降水量由 100 毫米以上调整为 60 到 80 毫
米。但平均降水量依然保持在大雨以上量
级，局地会达到暴雨，极少数站点降水量可能
达到100毫米以上。

此外，市气象台昨天还发布陆地大风
蓝色预警、海上大风黄色预警、雷雨大风黄
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并与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
警，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黄
色预警信号。

昨天16时左右，我市南部地区的静海区
已经出现降水，并且伴随局地短时大风和小
冰雹。昨天傍晚，降雨逐渐向北移动，影响我
市中南部地区，随着冷涡东移，我市中北部地
区受到偏东风和冷空气影响，出现比较明显
的降水。
根据天气预报，此次降水过程主要集中

在昨天夜间23时到今天上午11时，今天早高
峰对市区的影响逐渐减少，主要影响区域包
括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等地。

■本报记者 马晓冬

老字号、非遗、津农精品、“小而美”网
络品牌、出口转内销商品……众多天津知
名品牌汇聚一堂。连日来，每日17时至22
时在河西区文化中心广场举行的津城优品
市集受到市民青睐，成为海河国际消费季
热门“打卡地”。

在市集中，十余家中华老字号和津门老
字号集中亮相，一批“明星产品”吸引许多市
民前来选购，其中，汽水成了不少人的首
选。记者在现场看到，山海关带来了玻璃瓶
装和易拉罐装汽水，除了经典的橘汁、橙汁
外，荔枝蜜桃、海盐西柚等新口味也颇受顾
客的欢迎。
“这次津城优品市集的举办形式非常好，

老百姓可以逛逛夜市、看看新产品，在消夏的
同时又促进了消费。老品牌、老字号也增加
了展示的机会，我们以后还会多多参与这种
活动。”公司销售总监张胜良说。

此外，天津食品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将
有着近百年出口历史的中华老字号义聚永的
产品带到了现场，天津医药集团携津药达仁
堂旗下达仁堂、京万红、隆顺榕等参展，桂顺
斋、海河、汉沽盐场、利达粮油等知名品牌也
在此集中展示。

除了老字号，由市商务局组织评选的许
多“小而美”网络品牌也从线上走到线下。数
码电商海菲曼、母婴品牌郁美净和贝瑞加等
都将自己的网上“爆款”带到了市集中。“这里
商品很多，都是我们熟悉的牌子，质量也有保
障。”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说。

一站式“打卡”天津名品牌

津城优品市集邀您来逛逛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高军平

陆旭）日前，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通报近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惩治毒品犯
罪情况。自2019年6月至2022年6月，全市
检察机关共受理毒品犯罪案件1110件1527
人，审结1118件1513人。
“当前毒品犯罪案件总体上是下降态

势，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逆势上涨。”市人
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金小慧说，我
市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年均下降幅度超过
30%。传统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减少，新型
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增多。3年来，海洛因、
冰毒等传统毒品犯罪人数下降26.3%，麻醉
药品、精神药品等新型毒品犯罪人数上升
26.3%，反映出传统毒品流入我市通道被有
效遏制，犯罪分子寻求新型毒品作为替代。

当前，快递藏毒问题突出。“通过对近3
年毒品犯罪案件梳理，当面交付毒品的人数
下降21.3%，快递交付毒品的人数上升
21.3%。”金小慧说，受新冠疫情影响，人员流
动受阻，网络贩毒、快递寄毒案件数量明显
增多。此类案件人货分离、方式隐蔽、区间
跨度大，给案件取证带来困难。针对涉案人
员，金小慧表示，犯罪人员呈现“三高一低”
特点。犯罪人员中男性占比高，达84.4%；无
业人员占比高，达61.9%；曾受过刑事处罚人
员占比高，达49%。涉案人员文化程度普遍
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占比达75.5%。

本报讯（记者 张清）日前，天津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近
10年来毒品犯罪案件审理情况。数据显
示，10年间，该院每年审理的毒品犯罪案
件数量、涉案人数以及涉案毒品数量，总
体上呈现前5年增长、后5年逐渐下降的
趋势。
“目前，毒品犯罪案件数、毒品数量均

处于低位。”二中院新闻发言人许绍田介绍
说，2012年以来，该院共审结一审重大毒
品犯罪案件152件，前5年平均每年审理一
审重大毒品犯罪案件约20件，后5年平均
每年审理不到10件。

许绍田说，从审理案件呈现的特点看，毒
品犯罪年轻化，依法惩处的毒品犯罪分子中
35周岁以下的约占51.3%，25周岁以下约占
15.5%。有犯罪前科人员实施毒品犯罪问题
较为突出，再犯、累犯的毒品犯罪分子约占
40%。毒品种类及来源地较为集中，毒品种
类以甲基苯丙胺（冰毒）为主，涉及案件78
件，约占51.3%；涉及海洛因的案件26件，约
占17.1%。另外，犯罪手段多样化、隐蔽化，
随着网上支付和新型社交平台的发展，依附
互联网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正在增加。毒品
交易形式更加隐蔽，犯罪分子通过邮寄、快递
等方式运输毒品，不易被查获。

本报讯（记者 叶勇）“2021年6月至今，
我院及辖区法院共审结一审毒品犯罪案件
49件，判处罪犯75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副院长丁学
君介绍了毒品犯罪案件审理相关情况。

丁学君表示，毒品犯罪呈现4大特点：
从案件数量上看，近3年来呈逐年下降态
势。从类型上看，涉案罪名相对集中，主要
为贩卖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2种，
查处的8件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案都发生

在我市部分涉农地区。从涉案毒品种类上
看，涉冰毒犯罪占比仍较大，同时呈现“一降
一升”新态势，即往年高发涉海洛因犯罪大幅
下降，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甲卡西酮等第三代
毒品犯罪比率出现上升趋势。从毒品罪犯身
份上看，呈现出“三多”特征，一是受教育程度
较低的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二
是无业人员、农民多，其中非法种植毒品原植
物罪的罪犯全是农民；三是累犯、毒品再犯情
形多，且“以贩养吸”情况相对突出。

本报讯（记者 张清）从德国邮寄经天
津入境的“除皱针”，竟是一种新型毒品“咪
达唑仑”。日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走私新型毒品案件。

被告人张某从境外卖家处购买“咪达
唑仑”后，以“除皱针”的名义从德国邮寄经
天津入境，公安机关在张某签收包裹后将
其抓获，当场查获“咪达唑仑”注射液10
支，经称量净重30.81克。公诉机关以被告
人张某的上述行为构成走私毒品罪提起公
诉。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
罪名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认罪认罚。
该案中的“咪达唑仑”属于受管制的麻

醉、精神类药品，同时兼有毒品、药品两种属
性，因其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等相关特性，
往往被不法分子利用，再加工后成为俗称的
“听话水”“失忆水”等。

“这类药品具有双重危害。一方面过量
吸食、饮用可能产生依赖性，导致昏迷、呼吸
暂停甚至死亡；另一方面是服用者昏迷后可
能面临被抢劫、强奸等危险。”法官提醒，公众
在日常生活中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不要随
便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品、香烟等，长
期离开视线的食品不要再食用。如果不慎服
用了麻醉、精神类药品，产生头晕、四肢瘫软
等症状，要第一时间报警或向周边人员求救。

■本报记者 廖晨霞

“以前一提‘非遗’，总觉得离自己很远，经过这次体
验，我发现传统文化就在身边。”26日，天津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与天津津旅海河游船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举办“薪火‘船’承——海河上的非遗”展示体验活动，来
自我市大、中、小学的小“粉丝”在海河游船上亲自“上手”
与非遗工艺亲密接触。
一团小小的药泥，通过揉捏、搓制、阴干，会变成金属

质感的线香、香牌、香囊，甚至点燃后徒手掐灭也不会烫
手……在合真传统手工制香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宗兆睿的
指导下，做出了一枚如意花型小香坠的红桥区三中初三
学生陈海涵兴奋地说：“我是第一次接触非遗项目，自己
动手才知道香团的手感和面团完全不一样，原来中药还
有这个特性，自己动手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太有意思了！”
“传统手工制香技艺以海河水入香，灵动、自然，体现

了天津自古‘洋气’、包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宗兆
睿告诉记者，“海河游船作为天津旅游的一张名片，这次
互动活动是向八方来客展示、宣传、传承天津非遗技艺的
好方式。”
海河游船市场部经理杨光介绍，本次活动以“雅致生

活”为主题，邀请了多个天津本土非遗项目走进游船，通
过现场展示、传习互动、研学体验等形式拉近游客与本土
非遗项目的距离。“我们还将继续策划不同非遗主题的系
列活动，为非遗活态化传承开辟新路径，让更多的人了解
非遗、认识非遗，共享非遗保护发展成果。”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第三代毒品犯罪比率不断上升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毒品犯罪年轻化 手段隐蔽化
市人民检察院：

“网购+快递”贩毒增多

昨日，位于西青区王稳庄中学旧址内的

西青禁毒宣传教育基地正式投用。该基地

以“禁毒历史”“辨识毒品”“防毒拒毒”“戒毒

康复”等9个部分向以青少年为主的公众进

行禁戒毒宣教等专业知识讲解。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袁忠清 摄

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境外寄来“除皱针”竟是新型毒品

本报讯（记者 姜凝）6月26日，南开大学举办2022年
线下高招咨询会，该校本科招生办公室及各个学院在八
里台校区大中路东侧设立点位，给预约考生家长提供咨
询服务，介绍学科及课程设置情况、师资力量、历年录取
情况、相关专业的就业前景等。因防疫工作要求，此次高
招咨询活动仅面向天津高考名次位于前3500名的考生。

据该校本科招生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南开大学2022
年招生总数为4100人，在津招生计划为627人，其中提前
批次39人、普通批次562人、艺术类7人、保送生6人、强基
计划13人，且根据生源情况还会追加。

在招生政策方面，南开大学继续推行“3-10-4”南开
方案，普通类型招生17个大类（专业），包括3个高水平重
点试验班、10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类）和4个高水平医学
类专业。在现有入校即可参加的二次选拔项目基础上，
扩大项目容量，继续完善二次选拔机制，增加学生进入基
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拔尖计划）项目班、复合型人
才培养项目班和院级特色培养项目班的机会，打造“8+
4+X”特定方向培养项目平台。

本报讯（记者 张璐）在昨天举行的天津市第36届科
技周主场活动上，中国女子柔道奥运冠军、天津市举重摔
跤柔道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佟文，
知名科普创作人、解放军983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
师王星受聘为2022年天津特聘科普大使。刘霞、闫春
财、李娜、李晓红、杨全红、张守庆、周燕川、庞群英、姜志
云、樊毫军等10位来自各领域的科普专家受聘为2022年
天津科普大使。至今，天津科普大使已达92位。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
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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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学举办线下高招咨询会

在津招生计划627人

佟文、王星等受聘科普大使

本报讯（记者 姜凝）教育部近日公布2021年度国家
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名单，天津师范大学新增6
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新增9个省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至此，天津师范大学共有26个专业入选国家
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获批总量位列天津市属高校首
位。另外，有14个专业入选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入选国家级、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总数达到40个。
据了解，2019年，教育部启动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

万计划”，全面振兴本科教育，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能力。
近年来，天津师范大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取得突出

成效，实现了4个全覆盖：学校所有学科门类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全覆盖；学校承担本科生培养的专业学部（院）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全覆盖；政治与行政学院、心理学
部、文学院、法学院4个专业学部（院），国家级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全覆盖；面向基础教育主选科目专业国家级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全覆盖。

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天津师大26个专业入选

本报讯（记者 王音）昨天22时，记者从
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获悉，短时强降雨一度
造成六纬路地区和迎水道地区出现短时积
水。抢险人员迅速启动应急抢排，半小时将
积水排除。截至26日22时，积水全部退净，
中心城区无积水。

据了解，市水务局集结了600人的排水
应急抢险队伍，26日17时前，充实到中心城
区23处易积水地区、16处易积水地道“一处
一预案”点位。“出现短时积水后，值守人员迅
速进行应急抢排。我们在易积水点位提前架
设了抢险设备，根据地形情况采取‘一处一预
案’，有针对性地做好抢排工作。”市排水管理
事务中心调度科科长赵国钰说。
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通过防汛调度系统

及时了解天气变化、监测河道水位和市区
268个泵站的情况，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及时
采取防汛应对措施，确保雨后“大雨2小时、
暴雨5小时”排除积水。

市气象台最新研判

整体依然在大雨以上量级

我市启动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快速行动 排除道路积水

昨晚，我市出现强降雨天气。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6·26国际禁毒日

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我市全力应对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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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6月10日（含）以来途经上海市奉

贤区金汇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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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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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风险地区按照现
行政策执行。

昨晚，强降雨造成我市部分地区短时积

水，排水人员迅速抢排。

通讯员 赵继忠 摄于河西区宾水道

老字号“山海关”汽水成市集明星产品。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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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外》第37、38
集 易小船向于钟声出示
手机里的照片，于钟声百
口莫辩，只好打电话给霍
权美，经霍权美之口讲出
天语真实的目的是攫取于
钟声的股份。易小船释
然，二人冰释前嫌。易小
船告诉爷爷，大家都误会
了于钟声，他和天语只是
生意伙伴，而且于钟声将
持有股份都落在盼盼名
下。易师傅告诫孙女，要
给于钟声机会……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37、38集 黄来在公交
车上英勇救人，得到了单
位的嘉奖，破例有了分房
的资格。黄来偷偷地把房
子写在了黄元帅的名下，
他希望小叔能有真正属于
他的房子。黄咪的乐队没
有地方排练，黄咪连人带
设备搬回了高山的小楼，
不仅扰民，而且还聚众吸
毒，被警察带走。高山十
分气愤，在派出所狠狠扇
了黄咪一巴掌……

天视2套18:15

■《老米家的婚事》第
18、19集 田雪让米青马
上来学校，康小龙又出问
题了。米青到校后听田雪
说小龙奶奶是个问题。米
青回家后和婆婆谈起康小
龙的问题，两人争吵起来，
她的婆婆偏袒康小龙，米
青无法和她交流……

天视4套21:00

■《最美文化人》他，
87岁高龄，是相声界里仅
有的几位“宝”字辈相声演
员之一。他，是相声大师
张寿臣的关门弟子，16岁
开始说相声，至今已经从艺
70余年。他，脑子灵活，基
本功扎实；能捧能逗，单双
俱佳。他，在相声界桃李
满天下，耄耋之年仍不忘
传承相声艺术，他就是《最
美文化人》本期嘉宾——
相声表演艺术家田立禾。

天视2套19:45

■《非你莫属》本期
节目迎来了一位兴趣爱好
广泛、独立要强的女大学
生，目前还在大学读书的
她，希望通过不断接触社
会来发觉自身未来发展方
向。此次，她想寻求演员、
主持人的实习岗位，或者
是和语言类相关的工作，
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