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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8月4日0
时至24时，市疾控部门报告1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
系管控人员筛查发现，为无症状感染者。

8月4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例阳性感染者为管控人员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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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18时，我市新解除高风险区2个、中风险区2个。

将南开区万兴街道天大北五村小区11号楼1门由高风险区
调降为中风险区。

将南开区万兴街道天大北五村小区11号楼2门由中风险区
调降为低风险区。

自8月5日19时起，将东丽区张贵庄街振华东里1号楼2单
元调降为中风险区，将东丽区张贵庄街振华东里1号楼1单元、
振华里3号楼、振华里北侧惠民汽修调降为低风险区。

截至8月5日18时

我市新解除高风险区2个中风险区2个

我市加强中小学校校外配餐食品安全监管

10家供餐单位退出校外配餐市场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市市场监管委会同市教委在

全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中小学校校外配餐食品安全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监督检查校外供餐单位
1313户次，对20家校外供餐单位给予警告行政处罚，对3
家校外供餐单位给予罚款行政处罚，10家集体用餐配送
单位退出校外配餐市场，起到了查处一批、整改一批、警
示一片的良好效果。

3月5日欣程达营养餐配送中心问题被网络曝光后，
市市场监管委会同市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入驻企业
开展调查，对涉事企业从严从快从重处罚。

我市随后开展全覆盖、全过程、全链条排查整
治。市市场监管委会同市教委制发专项行动工作方

案，重点针对13类校外配餐食品安全问题，对全市60
家从事校外配餐经营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实施春季
学期排查整治，并开通政务邮箱供广大学生和家长反
映问题线索，共收到市民邮件78件，做到每件必回应、
线索必核查。

持续督导推动确保整治实效。市市场监管委深入
各区督导推动校外配餐食品安全排查整治，累计对校
外配餐单位开展不间断督导检查58户次。专项行动期
间，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累计监督检查校外供餐单位
1313户次，发现并推动整改食品安全问题342个，监督
检查学校1095家次，发现并推动整改食品安全问题384
个，约谈学校负责人40人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39

份；对20家校外供餐单位给予警告行政处罚，对3家校外
供餐单位给予罚款行政处罚，罚没款共计7.5万元，10家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因自身条件不达标或受到行政处罚退
出校外配餐市场。

健全校园供餐食品安全长效监管机制。市市场监管委
在排查整治中，帮扶指导配餐单位改善食品加工制作环境、
解决开办食堂场地不足等问题。津南区3所小学在区市场
监管局指导下启用已闲置食品加工制作场所，恢复设立学
校食堂，不再采用校外配餐模式供餐。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工作将持续开展，市市场监管委将
会同市教委保持对校外配餐单位及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高压态势，确保在校师生饮食安全。

� �
�
���������� ���� � �� ��

�� ������ ��b��������
��	�b

���	��	��
�a�����
����
����������������
�
���������

� �
�
��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张爷爷，您的午餐，快趁热吃。下午社区有老师来教
唱戏，您也去凑凑热闹吧。”中午时分，河北区月牙河街开
江南里社区社工小刘将热乎乎的午餐送到张爷爷手中。

民以食为天。很多老人的子女不在身边或者工作
忙碌无暇照顾，一日三餐的“买洗烧”成了老人的生活负
担。河北区月牙河街主动为老人开展助餐服务。
“对能自理的、身体比较好的老人，我们尽量把他们

请出来，去社区食堂吃饭、到社区活动室参加活动，让老
人更好地融入社区；对于身体不能自理、走不出来的老
人，社区整合现有资源，采取入户理发、爱心敲门、暖心
午餐送到家等形式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让老人
不离家、不离亲，也能享受社区的为老服务。”月牙河街
开江南里社区民政副主任安娜说。

据了解，月牙河街辖区共有居民5.1万人，其中60岁
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7%，开江南里社区的老年人口更
是占全社区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围绕这一特点，月牙河
街道将为老服务作为工作重点之一，整合社区多方资源
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打造以家庭
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以专业化服务为依靠的居家养
老服务模式。

月牙河街深入挖掘存量潜力，充分整合街域房产资
源，在区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建设了满江里、丹江里、
泉江里3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正在打造的开江南里社
区和靖江西里社区两个日间照料中心预计年内投入使

用，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社会养老机构为补
充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同时，在提供2个
一级老年食堂的同时，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均建设了二
级老年食堂，做到助餐服务全覆盖，满足老人吃饱、吃好
等多层次需求，努力解决养老服务“一碗汤的距离”问题。

目前，月牙河街道已形成“政府支持、民间组织承办、
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的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服务
对象主要是60岁以上需要服务的老年人，由社区日间照
料中心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精
神慰藉、紧急援助等日间托养服务，让老人能够白天入托
接受照顾和参与活动，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社区日
间照料中心由专业养老服务团队、医疗团队运营管理，可
以为老年人量血压、测血脂、检查身体，提供艾灸、药熏、
耳疗、理发、洗浴等服务，费用基本仅有耗材费，实惠的价
格受到前来入托的老人及家人的广泛好评。

除了在日间照料中心开设文化室，免费为老人提供
图书阅览、影视放映、书法绘画、跳舞唱歌等娱乐服务外，
全街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均面向老人定期举办各类丰富
多彩、贴近需求的文化活动，开设“跨越数字鸿沟 乐享智
慧生活”老年人手机课堂，为老人讲解手机自助挂号、购
物支付、视频通话等常用功能，便利老人生活，让他们充
分享受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带来的红利。

据介绍，月牙河街今年拟建设9个养老服务中心，其
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8个，街级养老服务中心1个。2023
年到2025年再建成社区级养老服务中心1个，实现养老
服务中心全覆盖，形成“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

不离家不离亲 一日三餐有人管
——河北区月牙河街为老助餐服务全覆盖

我市和平区南营门街文化村社区老年人

口较多，由于菜市场距离居民区较远，“买菜

难”成为了老年人的一大烦心事儿。社区了解

到该情况，与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在确保瓜果

蔬菜品质可控的前提下，协调相关企业每周送

菜进社区。居民们通过微信群订购蔬菜水果，

企业工作人员将菜品按订单交付，解决了社区

老人的买菜难题。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药监局获悉，该局日前为天
津经开区51家生物医药企业发放“一对一服务卡”，建立“一对
一”服务机制。这是该局继天津经开区建立“1+3”模式药监滨
城技术服务窗口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政策+技术”帮
扶的又一举措。

天津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是第一批66个国家级战略
新兴产业集群之一，占据天津市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半壁江山。
今年年初，市药监局在经开区设立市药检院、市药化审查中心、
市医疗器械审查中心、市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1+3”药监技术
延伸窗口，以满足区域内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研发创新转化
需求。“一对一服务卡”发放后，市药监局将安排专人与企业对
接，持续强化提前介入与技术指导，全面提升审评审批效率。

本报讯（记者 陈璠）近日，天津港保税区企业天津云
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遥宇航）完成近亿元的
Pre-A+轮融资。本轮融资由中卫颐和投资领投，高脉联合
家族办公室跟投，去年独家投资云遥宇航的“老股东”元航
资本追加投资。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提供自主可控的精准气象数据服
务的民营企业，云遥宇航专业从事气象探测载荷研发、数
据反演和气象应用服务，此前于2021年12月7日在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发射了新型气象观测小卫星“天津大学一号”。

云遥宇航CEO李峰辉表示，此次完成近亿元的Pre-
A+轮融资，将进一步助力公司业务星组网再提速。云遥宇
航的目标是建成在轨运行80颗卫星的全球组网星座，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辅助上下游产业发展，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提供实时性优于20分钟的气象预报信息及地震短临
预报信息，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天津能源集团了解到，
该集团在前期大规模开展燃气安全“敲门”宣传基础上，8
月2日起，重点面向老旧小区开展燃气安全检查。截至8月
4日12时，共完成老旧小区入户安检3.14万户，立查立改隐
患1122处。

依据技术规范，此次入户燃气安检标准点位覆盖17
处，针对漏气、连接软管、燃气灶、燃气热水器（采暖炉）、使
用环境五方面发现的安全隐患和安全问题，下发用户安检
告知书，明确隐患内容和问题整改建议。对检查发现的胶
管龟裂、胶管无喉箍紧固、管道连接件处微漏、热水器直排
等直接危及安全的隐患，将立查立改；对表具类问题，纳入
集中更换计划；对灶具类问题，教育引导并督促推动用户
限期整改；对特殊群体，优先安排入户安全检查。

市药监局落实“政策+技术”帮扶

“一对一”服务生物医药企业

老旧小区户内燃气安检

立查立改隐患1122处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获悉，
随着脐带缆终端通过“东方海工01”船尾入水桥顺利下水，渤海
油田首条国产脐带缆完成海上铺设。

该脐带缆是渤海湾首个水下生产系统开发模式的重要组成
部分，总长约16.6公里，设计埋设深度为2米，采用边铺边埋的
方式进行安装。
“在海洋油气开采水下生产领域，如果把海底设备比喻成

‘水下宝宝’，上部控制平台比喻成‘母体’，那么脐带缆就是连接
‘水下宝宝’和‘母体’的生命通道，承担着为整个水下生产系统
提供动力电源、光电液控制及化学药剂注入等诸多功能，在水下
生产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项目经理沈留兵介绍说，相比单
独采办、铺设光缆、电缆、液压管线等，铺设脐带缆不仅能降低成
本，还大大节省了海上施工的工作量及施工周期。

首条国产脐带缆完成海上铺设

脐带缆进行海上铺设。 中国海油天津分公司供图

昨日，京津冀红十字水域救援演练在我市冬

季和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码头举行。三地红十字应

急救援队共计30人穿着专业水域救援装备开展模

拟救援。此次演练旨在推动京津冀区域应急救援

队的建设，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

好防汛救灾应急准备。

本报记者 徐杨 王倩 通讯员 白露 摄影报道

京津冀红十字水域救援演练在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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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以来具有海南省三亚市旅居史的来
津及返津人员实施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
津后实施健康监测3日，抵津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抵津
后3天内完两次核酸检测（间隔满24小时），同住人员同步检测。

7日内具有海南省三亚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离开
重点疫情地区＜3日，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至离开重点疫情
地区满7日，第1、2、3、5、7日进行核酸检测（单人单管），同住人
员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3日（自纳入管理之日计算，具有旅居
史人员解除管理可一同解除管理），进行核酸“日检测”，核酸检
测阴性解除管理。

7日内具有海南省三亚市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离开
重点疫情地区≥3日，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人员）至离
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日检测”（单人单管），核酸检
测阴性解除管理。

我市更新排查管控范围

7月23日以来去过海南三亚

来津及返津人员须注意

关注“一老一小”用餐问题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晚，市防办发布“关于做好8月6
日至8日强降雨防范应对的通知”。各区、各单位、各部门
严防紧守，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工情，全力保障我市平稳
度过此次强降雨过程。

当前，我市正值主汛期，降雨偏多，强对流天气多发频
发，且土壤含水率趋于饱和，再遇强降雨极易诱发洪涝、山
洪地质灾害，防汛形势异常严峻。为做好本轮强降雨防御，
海河防总下发通知，针对强降雨可能引发海河流域大清河、
子牙河系部分河道出现涨水过程等情况，提出明确要求。

记者了解到，我市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保障视频会商、通信网络等设施系统实时在线，随时做
好会商调度准备，及时掌握、报告险情灾情，有效调度处
置。各级防汛责任人层层落实包保责任，坚持雨情就是命

令，提前上岗到位，遇突发情况，下沉一线、靠前指挥、科学
处置，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客
水入境、水位较高河道水库，城市下沉区域、地下空间、危陋
房屋、在建工程、轨道交通、人员密集场所等防御重点部位的
巡查检查，及时排除安全隐患。水务部门科学精准调度防洪
工程，为洪沥水下泄预留调蓄空间。市区分部组织水务、公
安、城管、消防等部门加快中心城区积水排除、交通疏导和下
沉地道封闭，农村分部组织各涉农区做好农田除涝，文化旅
游、规划资源、蓟州区提前落实山区景区景点、农家院和山洪
地质灾害防范措施，各部门、各单位人员及相关设备保持热
备状态，提前布防队伍和物资，自动果断采取“关停限避”措
施，避免人员伤亡。

我市全力保障平稳度过此次强降雨过程

严防紧守 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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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9 7
天津投注总额：74384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53注
43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24 10012128 11 07+23

第2022089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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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等奖

2注
7注

123注
428注
5175注
7397注
57527注

541382元
22097元
2515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4597474元

云遥宇航完成近亿元融资

助力业务星组网再提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