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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8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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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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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为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散风
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合研
判，截至8月4日18时，我市新解除高风险区2个，中风险区2
个，低风险区1个。

将河西区东海街桂江里2、4、6、8、10、12、59、88、90门调降
为中风险区。

将南开区王顶堤街道堤北里小区14号楼4、5门由高风险区
调降为中风险区。

将南开区王顶堤街道堤北里小区14号楼（除4、5门）由中风
险区调降为低风险区。

将河西区东海街桂江里14、16、18、20、22、24、39、41、43、45、
47、49、51、53、55、57、61、63、65、67、69、94、96、98、100门及136门
1—5、138门1—3调降为低风险区。

解除对河西区太湖路街全域，尖山街、梅江街两个街道潭江
道以南区域的管控，恢复常态化防控措施。

我市新解除高风险区2个

中风险区2个低风险区1个

■ 本报记者 王睿

盛夏的“滨城”，生机勃勃，捷报频传。
昨天，一份滨海新区上半年答卷出

炉，成果颇为丰硕：新增谋划储备项目537
个，总投资7389亿元；开工项目126个，总
投资1028亿元；竣工投产项目64个，总投
资规模524亿元。截至目前，全区总投资
50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共计530个，总投
资规模6864亿元。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今
年以来，滨海新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落实稳经济大盘各项政策措施，启动
重大项目谋划攻坚战，依托区位和产业资
源优势，围绕重点领域，科学谋划一批全
局性、引领性的重点项目，形成“储备一

批、开工一批、投产一批”的梯次推进格
局。如今，项目建设呈现大干快上的良好
态势。

中国石化天津南港乙烯项目土建工
程在经开区南港工业区的开工，标志着中
国石化“十四五”期间在南港投资建设的
天津南港高端新材料项目集群迈入全新
建设阶段。该项目作为中国石化天津南
港高端新材料项目集群的“领头雁”，将以
120万吨/年乙烯裂解装置为龙头，建设α-
烯烃、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等高端新材料装

置，其中，11套装置采用中国石化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

与此同时，年产7GW高效叠瓦太阳
能电池组件、津航高性能与控制核心模
块类产品产业化能力建设等项目相继启
建……滨海新区击鼓催征，持续扩大开工
规模。值得一提的是，在建项目也全速推
进，如腾讯天津高新云数据中心、一汽丰
田新能源汽车、联想创新产业园（天津）
等，将完善滨海新区优势产业链条，引导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促进培育大产

业、打造新集群。
围绕市民关注的美丽“滨城”建设“十大

工程”，今年，滨海新区安排了轨道交通、双港
集疏运、城市交通、城市更新改造、新型城镇
化、社会事业、市政配套、生态环境、文旅商
业、新型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工程。滨海新区
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
施投资的要求，滨海新区加快推进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努力改善民生和营商环境、补齐公
共服务配套短板，促进产城融合。

记者了解到，滨海新区将通过重点项目
“一体系一平台两机制四清单”精细化管理模
式，优化重点项目协调推进机制，持续开展重
点项目攻坚；依托“滨海新区重点项目挂图作
战指挥平台”，从谋划、储备、建设、竣工到投
入运行，全面跟进服务，护航项目建设。

美丽“滨城”交出上半年答卷

全速推进！126个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高温橙色
预警持续中，我市最高气温达到36.9℃，加
之昨天上午津城出现分散性阵雨，气温
高、湿度大，闷热感“爆棚”。不过，随着雨
水上线，未来三天高温有望逐步缓解。

在昨天上午的降雨中，截至14时，全
市降雨区平均降雨量为4.3毫米，最大降雨
量36.8毫米，出现在蓟州区八仙山，中心城

区降雨区平均降雨量1.1毫米，最大降雨量
3.2毫米，出现在河西区全运村特种站。降
雨加大了空气中的湿度，给高温助力，让
昨天闷热感十足。

昨天傍晚18时前后，我市自北向南再
次出现降雨天气过程。市气象台昨天20
时40分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
未来3小时内，中心城区将受雷雨大风影

响，阵风可达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并伴
有雷电活动和降水量20到40毫米的局地
短时强降水。同时，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
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截至昨晚23时，全市降雨区平均降雨
量为16.1毫米，最大降雨量达到76.3毫米，
出现在武清区汊沽港，最大小时降雨量为
66.8毫米，出现在武清区王庆坨。中心城

区降雨区平均降雨量为9.1毫米，最大降雨量
为24.1毫米，出现在河北区民权门，次大降雨
量为24毫米，出现在红桥区潞河园。风力方
面，伴随昨晚降雨，我市南部地区风力为6级
左右，北部地区风力则达到8到9级，盘山最
大风力达10级。

预计此次降水后，前期高温有望得到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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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截至2022年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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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6件，其中：滨海新
区2624件，和平区414件，河东区829件，河
西区827件，南开区951件，河北区653件，
红桥区340件，东丽区739件，西青区871
件，津南区934件，北辰区1036件，武清区
865件，宝坻区935件，宁河区636件，静海
区967件，蓟州区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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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昨晚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 今高温有望缓解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连日来，我市持续高温闷热。在我市
重点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建设者们顶着烈
日奋战在一线，保障建设进度。

中国一冶北辰青光安置房项目上个
月刚刚开工，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眼
下，现场开阔，四周几乎没有任何遮挡。
酷暑里，这样的施工环境对于建设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烤”验。

“和普通人穿短袖、短裤不同，工人们进
场施工必须穿长裤、戴安全帽，还得穿反光
马甲。只要一进场，没一会儿浑身就都湿透
了，更别说还要配合机器作业了。两个班组
通常4个小时换一次班，工人每班都要带进
去几大瓶水以补充流失的水分。”中国一冶
北辰片区项目书记历洪岩说，“我们为此还
在工地大门处预备了大量的藿香正气水。”

这几天，中建三局天津中医二附属医
院项目也进入了机电安装及精装阶段。

这里建成后，日门诊接诊量将达到1000人
次，设有床位400张。作为天津市重点民生
工程，建设者为了早日交付挥汗如雨。

中建三局总承包安装分公司项目经理王双
介绍：“进入夏季，项目调整了作业时间，避开了
气温最高的时段。我们还把场内负责机电安装
的工人数量增加到200人，以降低劳动强度，同
时保障生产进度。”此外，项目还为工人宿舍安
装了空调，保证生活区浴室热水的充足供应，为
一线建设者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张璐）记者从市统计局
获悉，天津作为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项
试点地区之一，已于近日在滨海新区、和
平区、河西区、东丽区、武清区开展了专项
试点工作。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是我国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首次重大国情国
力调查，也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开展
的首次大型普查。此次经济普查，对于摸

清我市最新“家底”，准确反映我市高质量
发展新进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正式开始前，
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专项试点工作。
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专项试点将测
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拟新增调查内容、
新调查方法和新调查技术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对相关重点、难点、痛点问题蹚路摸
底、先行先试，为制定科学的普查方案提

供实证依据。
据介绍，为了及时反映新时代经济发

展新进程，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将聚焦改
革开放新形势、创新驱动新动力、优化升级
新成效、绿色低碳新发展、数字经济新进
程，全面了解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
变革和动力变革等情况。能否将这些普查
新内容转化为指标，加工成数据，需要通过
试点来检验。

摸清新发展阶段“家底”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专项试点在津开展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市农业农村委在宁河区召开全
市草地贪夜蛾防控部署暨防灾减灾保丰收现场推动会，部署开
展“奋战40天虫口保粮行动”，确保今年我市秋粮获得丰收。

草地贪夜蛾，被列入世界十大植物害虫“黑名单”，对粮食生
产危害极大。连日来，市农业农村委指导涉农区积极开展草地
贪夜蛾防治，取得了良好效果。目前，市、区农业植保部门正加
密监测网点和频次，严格执行虫情信息日报制度和零报告制
度。建立防治和应急机制，各涉农区积极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属地管理、联防联控”的防治工作机制，积极做好农药、器械储备
和应急演练等相关工作。借助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充分发挥
现代植保机械效果好成本低的优点，快速高效开展草地贪夜蛾
防治。

目前正是我市秋粮生产关键期，全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正
在分区域、分品种全面展开：宝坻区、宁河区、津南区等水稻主要
生产区，重点开展稻瘟病、纹枯病、稻曲病、二化螟、稻飞虱等“三
病两虫”防控；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等玉米主
要生产区，重点开展粘虫、玉米螟、大小斑病防控；滨海新区、宁
河区、静海区等湿地保护区，重点开展东亚飞蝗防控，严防病虫
害暴发，确保今年全年粮食生产获得丰收。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 王音）近日，天津市工程技术系列智
能装备职称专业首次申报评审结果揭晓，首次评审申报层级为
副高级。全市共有79人通过评审，获得副高级职称。

首次获得副高级职称的79人中，年龄结构为51至55岁2
人，46至50岁5人，41至45岁11人，36至40岁34人，35岁及以
下27人，年龄最小的31岁；学历层次为博士3人，硕士28人，本
科44人，本科以下学历4人；单位性质为国有企业23人，民企等
非公单位56人。
“自去年围绕12条重点产业链建立‘一链一策’职称专业

体系后，已增设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6个职称专业。”市人社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依托人才联盟组建了智能装备等4个新
设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由人才联盟承建区的人社部门负责职
称评审日常工作，实现了以才评才新机制，为大力实施制造业
立市战略、推动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

北辰区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德军介绍，在职称评价
标准上，坚持“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突出能力、贡献、价值导
向，重点考察人才对企业发展、产业促进、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
际贡献，让人才自己提出管用、实用标准，在政策层面彻底打破
“四唯”，把人才业绩作为关键评价指标。

智能装备专业职称首次评审

我市79人获副高级职称

右图：昨天，天津地铁7号线超英志愿

者为建设者中的夫妻准备“甜蜜”礼物，进

行爱心拍摄，让他们感受传统节日七夕。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温馨 摄

本报讯（记者 姜凝）可再生风、光、波浪综合能源便捷发
电装置，基于自净循环水系统的一体式防疫洗手机，可自我调
节的冬暖夏凉型阳光间……昨日，作为节能减排全民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由天津大学承办的“六百光年杯”第十五届全
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决赛在津举行。来自
全国 117 所高校的 247 件作品进行了创意与实力的终极比
拼。最终，10所高校的10件作品获特等奖。其中，天津大学本
科生团队的“‘醇暖车开’：一种用作电动汽车辅助热源的甲醇
多孔介质燃烧器”获得特等奖。
大赛以“节能减排、绿色能源”为主题，紧密围绕国家能源与

环境政策，紧密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需求，着重培养大学生
的节能环保意识、科技创新意识、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设计能
力、工程实践能力、社会调查能力，为实现“双碳”目标集聚创新
发展的智慧力量。
天大特等奖作品是针对电动汽车寒冷天气下续航能力不足

问题，采用甲醇清洁燃料，以多孔介质燃烧技术为核心，设计了
一款用作电动汽车辅助热源的甲醇多孔介质燃烧器，可作为热
源为保障寒冷天气下电池的正常工作温度及车内供暖提供热
量，从而大幅节省电池电能，提高续航能力，且相比传统柴油辅
助热源热效率提高约10%，污染物排放显著降低，能够有效助力
我国电动汽车推广。

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

竞赛决赛在津举行

天津大学作品获特等奖

应对高温“烤”验 保障生产进度

项目单位为建设者营造良好生活环境

上图：昨天，和平区福明社区举行

“家·国·情 红色浪漫七夕”主题分享

会，社区里的老年夫妻结合红色革命主

题分享爱情故事。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璠）从市规划资源局
获悉，日前，天津市“智慧森林防火监测一
期项目”在蓟州区北部山区正式投入使
用，该项目是我市提升林草管理和防灾减
灾智慧化、信息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进一
步增强了森林防火“人防+技防+物防”综
合监测预防能力。

据了解，该项目以中国铁塔通信设备
为依托，通过在铁塔顶端挂载双光谱智能

监控设施54套，实现森林防火7×24小时
可视化、智能化、协同化监测，在森林早期
火情监测及火灾扑救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目通过AI智能算法、云计算等技术支
撑，将边缘计算能力应用到森林防火监测
项目，在摄像机前端即可初步分析火情，
经云端二次监测后，通过电脑WEB端、手
机App端、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立即告警，
实现了对重点森林防火区域火情智能监

测、甄别分析和第一时间自动报警、定位，构
建了“空天地人”四位一体监测体系。

此外，该项目在全国首次采用智能化运维
和全方位保障方案，利用“智联精灵”监测设
备，对森林防火监测系统故障，提供实时诊断
和恢复保障功能，并对前端网络、供电设备异
常情况和非法开箱、网络入侵等行为实时监测
预警，全面提升设备、系统、网络安全防护能
力，为实现全天候智能监测提供安全保障。

在摄像机前端初步分析火情 经云端二次监测甄别后自动报警并定位

“智联精灵”24小时监测森林防火

连日来，和平区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工

人冒着高温加紧施工。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王音）近日，北辰区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再提速。区政务服务办在5
日内为企业发放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质量安全监督备案，首次实现工程建
设项目“四证联发”。
“过去跑完整套手续要一个多月，现

在只用5个工作日就拿齐了‘四证’。早开
工、早投产，对我们企业来说省下的是实
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手拿“四证”，天津市
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二期项目负责人
李海感到既惊喜又踏实，连连点赞北辰区
的营商环境。

流程不熟悉、提交材料多、审批过程
长……了解到企业办理项目审批过程中
的种种“头疼事”，北辰区政务服务部门主
动靠前对接，提供“项目+团队”全流程跟
踪陪伴服务，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按
下项目审批“加速键”。

北辰区推出首席帮办VIP服务，服务
专员24小时在线，一对一服务企业，做好
服务台账和问题跟踪。“我们主动上门告
知申请材料、审批流程，并结合企业特点
进行辅导，梳理‘拿地即开工’的审批流
程，倒排工期，做好前期准备。各部门联
动，确保审批环节无缝对接，尽可能为企
业节省时间。”北辰区政务服务办审批一
科科长刘颖说。

“四证联发”项目审批提速

防治草地贪夜蛾等农作物病虫害

奋战40天虫口保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