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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7月28日0
时至24时，市疾控部门报告2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均系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7月28日0时至24时

新增2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截至7月29
日19时，我市新增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1个，低风险区1个；
新解除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4个，低风险区1个。

划定南开区万兴街天大北五村小区11号楼1门为高风险区。
划定南开区万兴街天大北五村小区11号楼2门为中风险区。
划定南开区万兴街天大北五村小区（除11号楼外）为参照

防范区管理的低风险区。
将西青区中北镇润姜家园小区A区3号楼、中铁十八局宿

舍2号楼由高风险区调降为中风险区。
将中铁十八局宿舍1号楼由中风险区调降为低风险区。
将河西区陈塘庄街昆仑里1、3、5、7及旁边平房、9、11、13、

15、47门由中风险区调降为低风险区。
将河西区陈塘庄街世芳园3号楼调降为低风险区。
将河东区上杭路街道来安里小区8、15、16、17、18号楼解除

中风险区管控，上杭路街道低风险区同步解除。

新增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1个低风险区1个

新解除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4个低风险区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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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生活节带您“打卡”消费新场景

“逛吃”两不误“津夜”多精彩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美食诱人，演出
精彩，昨晚的意大利风情区格外热闹，第二
届海河国际消费季又一重要活动——津夜
有你·第三届天津夜生活节在此拉开帷
幕。在为期两个月的活动中，我市将围绕
“夜购津货”“夜品津味”“夜游津城”“夜赏津
曲”“夜嗨津城”五大板块，打造各类夜间消
费新场景，为市民夏夜休闲提供更多选择。

各大商圈精彩纷呈

夜生活节期间，我市几大标志性商圈精
彩纷呈：文化中心商圈将举办文化中心建成

10周年系列活动，五大道商圈将开启“意大
利文化艺术之夜”，意风区商圈开展灯光秀
和艺术品鉴赏等活动，金街商圈20余家大型
商场和专卖店推出夜间专享优惠，老城厢商
圈组织古文化街开展夜间特色文化活动。
此外，中新天津生态城将举办“新加坡文化
节”，特色餐饮、复古市集等逐一亮相。

夏日少不了“深夜食堂”，在“哏都百味
儿”美食节、津津有味美食节持续开展的同
时，各区还将组织40多场特色夜市、主题集
市。美团、饿了么、建行生活等平台也开通
夜生活节线上专区，千余家商户策划推出
夜间优惠活动。此外，山海关汽水、肯德
基、雪花啤酒等品牌将在津首发一批新品。

商旅文体多点开花

游览夜幕降临后的津城，能感受到

别样精彩。酒吧、茶馆、民宿各具特色，
乘海河游船领略两岸夜景，光影秀、博物
馆奇妙夜、洋楼夜游带来沉浸式体验，各
大公园、主题乐园及景区也将推出不同
类型的夜场活动。此外，市民还可以欣
赏歌舞表演、音乐会、话剧、相声、脱口秀
等演出，聆听艺术讲座、沙龙、分享会，或
参与体育活动挥洒汗水，让夜晚生活更
加丰富充实。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夜生
活节注重商旅文联动，融合性强，预计开展
200余项活动，涵盖购物、餐饮、文化、娱乐、
体育健身等方面。同时，面向全市发放的
“津乐购”消费券也会为市民带来实惠。

意风区再添“打卡”地

随着夜生活节的启动，昨天，天津意

风区酷夏露营季也正式开营。街区中的一
顶顶小帐篷与草垛、花车一起营造出“绿
野”环绕之感，创意市集汇集了美食小吃、
手工艺品、文创产品，集装箱咖啡馆带来香
醇味道。

在享用美味的同时，市民还可以在图兰
朵广场观看露天电影，在马可波罗广场和天
津市规划展览馆前广场欣赏灯光秀，为夏夜
增添更多浪漫。

天津意风区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王海燕告诉记者，此次露营季将持续至
8月31日，其间计划推出“创意街边派对”“浪
漫时空恋爱记”“泡沫之夏大作战”等主题周
活动。

这个周末，外贸优品市集亮相意风区沿
街，30个展位集中展销进口商品、出口转内
销商品及老字号品牌。

本报讯（记者 韩雯）近日，市扫黑办向
社会通报今年上半年我市扫黑除恶成果。
今年以来，聚焦“无黑”城市创建主攻方向，
我市深入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取得
新的战果成效。截至6月底，全市新打掉涉
黑恶犯罪团伙10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
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个、涉恶犯罪团伙6
个，破获刑事案件136起，刑拘犯罪嫌疑人
64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2700余万元。

市扫黑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
年，我市对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
自然资源四大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攻坚

战行动。打击涉网黑恶犯罪，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加强涉
黑涉恶线索核查，严把线索报结审查关。
强化督办力度，市扫黑办对5起涉黑涉恶案
件挂牌督办，所有案件均取得突破性进
展。持续加大“黑财”处置力度，对常态化
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新办的案件同步加大
“打财断血”力度。持续打击整治“村霸”等
黑恶势力、家族宗族势力、邪教及非法宗教
组织，对涉及的村党组织纳入软弱涣散村
党组织整顿。此外，在扫黑除恶常态化背景
下，我市坚持宣传力度不减弱，营造全民扫

黑除恶氛围，织密扫黑除恶的“天罗地网”。
市扫黑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我市

将继续推进四大行业领域整治工作，全面启
动教育、医疗、金融放贷、市场流通新四大行
业领域整治，让黑恶势力在各行业无处生
根。盯紧抓实线索核查，对重点线索提级核
查或异地核查；盯紧抓实重点案件，采取领导
包案等方式持续推动，确保一查到底；盯紧抓
牢“打伞破网”，依纪依法深挖彻查“保护伞”，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盯紧抓牢“黑财”处置，
加大“打财断血”力度，切实铲除有组织犯罪
经济基础。

本报讯（记者 韩雯 通讯员 樊晓慧）7
月29日至8月5日，我市公安机关在全市范
围内组织开展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集中
宣传周活动，让群众了解非法私制、私藏枪
爆物品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违法性，教育
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枪爆物品，鼓励群
众积极检举揭发涉枪涉爆违法犯罪行为。

在昨日的启动仪式上，市公安局治安
管理总队总队长何洪龙介绍，组织开展打
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集中宣传周活动，是
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中的一
部分。“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关
以创建“无枪爆案件城市”为目标，以“压发

案、强收缴、除隐患”为工作重心，严管严控枪
爆危险物品，严打严治枪爆违法犯罪，及时收
缴社会面流散枪支弹药。持续开展重点企业
隐患排查，加强检查易出现私制、私藏、违规
存放危爆物品的出租房屋、废弃厂房、闲置仓
库等。同时，深入开展企业负责人、安保和从
业人员的法规宣讲和教育培训。今年6月以
来，全市公安机关检查易制爆企业2555家次，
整改各类隐患19处。
“紧紧依靠群众是打好打赢全市打击整治

枪爆违法犯罪整体战、攻坚战的重要保障。”何
洪龙说，宣传周期间，全市各相关部门将通过
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公益广告等形式，广泛开
展宣传教育活动，震慑涉枪涉爆违法犯罪。

何洪龙提醒，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
等属于违法行为，居民家中如有枪支弹药要
主动上缴公安机关处理。否则，一经查获将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天津海运
职业学院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交
通大学，在“云”端签署乌兹别克斯坦鲁班
工坊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乌兹别
克斯坦鲁班工坊正式启动建设。该鲁班
工坊将通过普及专业知识、培养技术技能
人才、促进当地青年劳动力就业等，为乌
兹别克斯坦经济及社会发展服务。

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首期设置现
代物流管理和信息技术两个专业。作为
该鲁班工坊建设校，天津海运职业学院
将帮助塔什干国立交通大学开发综合实
训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同时，引入多家
在乌方的中资企业参与到鲁班工坊学生
的就业工作中，提升当地学生的就业质
量，为乌方本土人才培养注入新的活力，
也为中资企业在当地经营起到降本增效
的功能。

本报讯（记者 姜凝）“我们不仅考上同
一所大学、同一个学院，我俩的录取通知书
还是连号的！”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双胞
胎姐妹高毓泽、高毓蔚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兴奋地说。昨日，记者从天津大学了解到，
这对姐妹以632分、634分的成绩，被该校工
科试验班（电气信息类）大类录取。
“天津大学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办学

历史悠久，人才辈出，这些都深深吸引着
我们，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姐妹俩说，
“大学期间我们会继续努力，希望在天大
实现科研报国梦。”

本报讯（通讯员 冯明 记者 吴巧君）
日前，卫津荣耀“云杉树”博爱助学计划西
藏昌都市八宿县邦达镇小学爱心捐赠仪式
在线上成功举办。市红十字会、市对口支
援西藏工作前方指挥部、西藏昌都市八宿
县政府和邦达镇政府有关领导分别在津藏
两地见证仪式举行。
“云杉树”博爱助学计划是天津市卫津

荣耀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策划发起的助力
西藏、新疆、青海等西部地区学生学习成长
的专项助学项目。首次共计为102名邦达
镇小学生捐赠了价值近20000元的棒球服、
篮球、足球、羽毛球拍等爱心物资。

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启建

首期设置两个专业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了解到，
国内首座“近零碳”充电站——津门湖新能源车综合服务中心昨
日正式投运一周年。一年来，该中心累计充换电量超过500万
千瓦时，日均服务521车次，日充电记录突破2.38万千瓦时，充
换电量、充换电次数在天津市公共充电站中均排名第一。

该中心已铺就一张“源网荷储”交直流绿色微能源网。一年
来，实现电能替代约56万千瓦时，压降运营成本约45万元。

在津门湖，无线充电、自动换电等最前沿的充电方式，以及
储能充电桩等9种充电品类应有尽有。这些技术的核心——电
动汽车与能源互联网实验室，运行一年来共计申请发明专利15
项。6月10日，以该实验室为依托，电动汽车充电安全关键技术
研究成果通过验收。“我们将消防安全类故障应急响应时间缩短
到10秒内，充电设施现场运维检测效率整体提高17%。”国网天
津营销服务中心该成果主创人员李磊介绍，在天津大范围推广
后，每年可节约企业运维成本300万元。

充电之余，车主还能在这里享受选车、试驾、买车、充电报
装、充电桩预约安装等“一站式”服务，并将充电桩“联网通办”嵌
入车辆销售流程，目前已有48家车企签署“联网通办”合作协
议，打通新能源车主买车装桩办电“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吴迪）昨天，随着汽笛鸣响，一列
满载着外贸出口光伏产品和内贸麸皮制品的集装箱海铁联运班
列，从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站起运发往天津港。抵达港口后，这
批集装箱将直接装船，光伏产品搭乘马士基航运船舶前往荷兰
鹿特丹，麸皮制品则由中远海运集运运往钦州和海口。以此为
标志，邢台—天津港海铁联运通道正式开通，实现班列化运行，
天津港再添一条服务京津冀区域的海铁联运班列。

天津外代公司营销网络营销总监卢亮介绍，这趟班列采用
的是海铁联运全程提单业务“一单制”模式。“内陆企业直接对接
航运公司就能实现‘一次委托、一次结算、一个承运单位、一份提
单、一箱到底’的全程多式联运。这也是邢台地区首次开行海铁
联运班列。”

邢台一家企业的运营计划经理张坤告诉记者：“有了这趟班
列，从家门口就能把国外订单的产品运到天津港，不仅运输时效
性、稳定性有了保障，常态化运输还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

天津港集团6月与邢台市政府签署了《无水港合作协议》，共同
推动邢台地区的无水港枢纽建设，搭建天津港与邢台市生产和贸
易企业的物流服务沟通平台，让港口服务抵达制造业企业“门
口”。随着这趟海铁联运班列的开通，冀南地区实现了进出口货物
“东出西联、沟通南北”。随后，天津港集团将进一步与河北省等腹
地企业通力协作，充分发挥陆海深度融合重要平台和现代化国际
航运枢纽作用，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国内首座“近零碳”充电站投运一周年

充换电量超500万千瓦时

天津港再添服务京津冀海铁联运班列

助力冀南经济“跑”起来

盯紧线索核查 抓牢“黑财”处置 深挖彻查“保护伞”

上半年新打掉涉黑恶犯罪团伙10个

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集中宣传周活动启动

创建“无枪爆案件城市”我们在行动

被天津大学同一个学院录取

双胞胎姐妹收到连号通知书

卫津荣耀“云杉树”博爱助学计划

举办首场援藏项目捐赠仪式

拧紧燃气“安全阀”
连日来，我市集中开展燃气安全宣传暨安全大排查工作，能源集团系统4670名干部

职工参与其中。工作人员采取“敲门行动”，提醒居民在家要拧紧燃气“安全阀”，提升安

全责任意识。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任勇 摄

昨天上午，打击整治枪爆违法犯罪集

中宣传周启动仪式在和平区金街举行。

本报记者 孙震 摄

双胞胎姐妹高毓泽、高毓蔚。

通讯员 焦德芳 本报记者 姜宝成 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第一医
院启动“关爱退役军人、助医健康行”活
动，在今年8月1日至明年7月31日期间，为
河北区退役军人提供优先优惠优待服务。

该活动服务群体为在河北区进行信
息采集的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持河
北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颁发的《天津市河
北区退役军人就医优待证》可享受优先优
惠优待就医服务。

第一医院推出优先优惠优待服务

关爱退役军人 助医健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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