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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校外配餐与学
生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社会高度关注。昨
天，记者从我市召开的加强校外配餐管理
工作会上获悉，在新学期线下复课开餐
前，全市实行校外配餐的中小学将把学校
选用的配餐企业相关视频接入学校，学校
远程监督操作过程。“学校要对配送路线
进行试跑，对到校接餐点位和验收流程进
行预演，确保开学开餐，开餐无隐患。”市
教育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会议明确，学校书记、校长是校园食
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必须坚决杜绝“一包

了之”。在新学期线下复课开餐前，学校
将邀请家长代表共同对学校选用的校外
配餐企业进行一次走访检查，就供餐食
谱、供餐标准等与企业进行充分沟通。如
新冠疫情情况允许，开学2周内须组织1次
家长代表到校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配餐
企业加工过程进行实时监督，以后1个月
须开展一次，并留存好记录。

学校书记、校长在校期间没有特殊情况
必须陪餐，校领导每周要提前审核把关菜
谱，陪餐过程中要“身临其境”“设身处地”站
在学生、家长的角度思考如何提升供餐水

平。线下复课后，教育局领导和相关负责同
志要带队到辖区学校陪餐，查看供餐保障情
况。各学校要建立家长陪餐制度，邀请有陪
餐意愿的家长代表前往学校陪餐，认真听取
陪餐家长的意见，及时改进存在的问题，做
到让学生满意、让家长满意。

此外，线下复课开学一周内，各学校
将以致家长一封信的形式把学校配餐选
用过程、菜谱公示渠道、家长参与管理方
式、区教育局和学校的监督电话等信息告
知家长。疫情常态化管理后，学校将邀请
家长代表每学期至少2次到配餐企业进行

检查。根据供餐开展情况，每学期至少开展
2次供餐满意度调查。

据了解，市教育两委、市教育督导办将把
选用校外配餐管理工作作为对各区教育局考
核检查和区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重要内
容。“我们将坚持严管、问责、曝光一体化推
进，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在全系统内进
行通报，对连续发现问题较多、整改不到位的
单位提出问责建议。各区教育局也将建立工
作考核体系，把校外配餐管理工作纳入学校
书记、校长年度工作考核重点。”市教育两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学期我市加强校外配餐管理 确保线下开学开餐无隐患

视频监督配餐 邀请家长陪餐

本报讯（记者 徐杨）市卫生健康委昨
日发布公告，对《天津市名医堂试点建设
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建议。《方案》提出，我市将以“优质化”
“品牌化”“规范化”“智慧化”为原则，充分
利用中医药领域院士、国医大师、岐黄学
者、市级名中医等名医团队优质资源，在
“十四五”期间完成名医堂试点建设工作，
分层级试点建成“旗舰”“区域”“基层”三
级名医堂体系，打造名医堂医疗、康复、治
未病等综合平台。

根据《方案》，我市名医堂建设将“边
试点、边总结、边推广”，以政府举办的三

级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二级中医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
依托，开展旗舰级、区域级和基层级名医
堂试点样板建设，同时鼓励社会力量举办
的中医医疗机构按标准建设。

我市将充分挖掘名中医优质资源，打

造“杰出名医团队”“领军名医团队”“基层
名医团队”等多层级名医团队，不同级别
名医堂由相应数量的名医团队入驻。“杰
出名医团队”以中医药领域院士、国医大
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等为团队核心，
组建人数为15—20人；“领军名医团队”以

市级名中医、青年岐黄学者、全国中医临床优
秀人才等为团队核心，组建人数为10—15
人；“基层名医团队”以区级名中医为团队核
心，组建人数为5—10人。

市卫生健康委将研究制定名医堂建设试
点工作相关政策和各级名医堂建设基本要求，
今明两年以公立机构先试引导社会参与的方
式，由符合名医堂试点建设标准的三级中医医
院先行试点建设“旗舰级”名医堂、组建名医团
队，为指导其他级别名医堂提供经验和名医团
队基础。明年至2025年，我市将在全市范围内
广泛推进名医堂建设工作，逐步扩大名医堂品
牌影响，推动名医堂项目及产品走向全国。

我市名医堂试点建设方案公开征求意见 建“旗舰”“区域”“基层”三级体系

打造医疗康复治未病综合平台
“十四五”期间，试点建成“旗舰”“区域”“基层”三级名医堂体系

今明两年，三级中医医院先行试点建设“旗舰级”名医堂

明年至2025年，在全市范围内广泛推进名医堂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韩雯）“冒充公检法”
诈骗再出新套路。昨日，我市公安机关
发布反诈预警，目前，已有群众遇到打
着“疫情防控流调”旗号“冒充公检法”
的骗局，被骗50万元。
“同一个陌生电话，在拒绝两次后，

被骗人担心有急事，还是接听了，没想到
落入诈骗陷阱。”我市反诈民警介绍，接
听电话后，对方自称是“流调人员”，第一

个要求就是让被骗人收拾好行李准备隔
离。突然被要求隔离，被骗人询问缘由时，
“流调人员”将电话转接到公安机关，让“警
方”证明其活动轨迹具有风险性。在核实
身份的过程中，又牵出了一起洗钱案件。
以“审查”为名，假警察收集了被骗人的身
份证号、开卡银行、银行账号等个人信息。
被骗人本以为是配合警方工作，没想到自
己的钱财已经进入骗子的口袋里。

“流调人员是不会询问你的资产情况的，
这是识破骗局的关键点。”就如何辨别真假流
调电话，我市反诈民警说，流调电话基本都是
本地固话或手机号，如果不确定可以先挂断
电话再回拨过去，回拨不成功的即为诈骗电
话；接到流调电话后，如对方询问财产信息等
与疾病不相关的问题，或以任何理由发送链
接、二维码让你点击扫描，要求加好友，让你
转账、汇款或进行“资金核查”等，都是诈骗。

流调电话牵出洗钱犯罪？
“冒充公检法”诈骗再出新套路

本报讯（记者 姜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近日公布了2021年
动态调整撤销和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其中，天津工业大学、
中国民航大学、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6所高校共新增1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
并将于2023年招生。

在2021年天津市经动态调整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名单中，天
津工业大学获批增列化学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中国民航大
学获批增列外国语言文学、物理学、网络空间安全3个硕士学
位授权一级学科，天津理工大学获批增列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类别、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天
津医科大学获批增列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
点，天津中医药大学获批增列生物与医药、药学2个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类别以及医学技术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天津职业
技术师范大学获批增列应用心理、金融、翻译3个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类别。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新上1号主变及66千伏无功补偿设
备保护向量复测正确，送电完成！”9月6日2时，经过20小时数
千项倒闸操作，滨海500千伏变电站完成主变压器扩建工程成
功送电并投入运行，将有效提升滨海地区供电能力，满足区域负
荷发展需要。

滨海500千伏变电站位于滨海新区，为天津500千伏双环网
重要节点。去年9月，该站开展提升改造工程，拆除原有2台
750兆伏安主变压器，增容为2台1200兆伏安主变压器。施工
中，针对电气设备吊装、临近带电作业、高压试验等高风险作业，
工作人员提前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强化现场安全管控。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武清区农业农
村委即日起至20日对该区重点公益林地实
施飞机喷药防治作业，以控制美国白蛾。

此次飞防作业区域为：该区境内高速
公路、京沪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高王
路、武香路、武宁路等重点通道绿化带，北
运河郊野公园、龙凤河大堤、青龙湾大堤
林带和港北森林公园、环城生态林等。飞
防用药使用植物源药剂0.5%虫菊苦参碱，
对人畜安全无害，不污染环境，不影响群
众的正常生产、生活。

根据防治作业需要，飞机飞行高度较
低。为保证飞行安全，作业区域内严禁燃
放烟花爆竹；禁止向空中释放气球、风筝、
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和漂浮物；养蜂户须
在飞防前撤出飞防作业区域。

■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按照市公安局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工作要求，公安河东分局
聚焦重点案件侦破工作。8月16日，在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追逃办的支持下，
公安河东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一大
队通过前期精准研判、耐心疏导，辗转
千里，规劝潜逃境外3年的重点电信网
络诈骗案逃犯归案。

2018年11月，公安河东分局接群众
报警，称其被某资本投资平台以虚假网
上炒股方式骗取人民币18万元。2019年

初，案件成功侦破，但主要犯罪嫌疑人之一
的曹某某（女，29岁，浙江省人）负案在逃。
同年11月，曹某某又被山东警方列为重点
电诈逃犯进行网上追逃。

无论是2020年全国“云剑”追逃专项行
动，还是2021年打击电诈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公安河东分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追逃
民警锲而不舍，将曹某某列为重点研判追
逃对象。“百日行动”开展以来，经梳理、汇
总3年研判线索，得知其已潜逃至缅甸。办
案民警转变工作思路，以其家属为突破
点，通过一次又一次耐心规劝，最终使曹某
某父母答应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做其女儿的

思想工作。
“漂泊了许久，我不想再过东躲西藏的

日子了。”今年7月初，曹某某主动联系追逃
民警，表达了要回国投案接受处理的意愿，
但内心仍有顾虑。民警得知后，通过教育规
劝、心理疏导，最终使其放下思想包袱。在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追逃办的大力支持下，公
安河东分局追逃民警奔赴云南边境口岸，协
调办理入境、隔离相关事宜，最终于8月16
日将犯罪嫌疑人曹某某安全带回天津。

现曹某某已被公安河东分局依法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
之中。 （本文涉案人员为化名）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调价信息，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决定自2022年9月6日24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

按照国家规定，我市89号汽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
吨由10265元调整为10455元，上调190元；0号柴油（标准品）每
吨由9205元调整为9390元,上调185元。其他品质汽、柴油最
高零售价格也相应调整。我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
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7.80元，上调0.14元；92号汽油8.42元，
上调0.16元；95号汽油8.89元，上调0.16元；0号柴油8.11元，上
调0.16元。

此次上调落实后，2022年国内成品油调价“五连跌”终结，
多数地区0号柴油重回“8元时代”。按照普通家用汽车油箱50
升容量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8元左右。

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李彦表示，下一轮调价窗口将于9
月21日24时开启。以当前国际原油价格水平计算，下一轮计价
周期开局将呈现下行趋势。目前来看，虽然利好利空仍有拉锯
之势，但市场对经济和需求前景的忧虑仍在延续，预计下一轮成
品油调价下调的概率较大。

滨海500千伏变电站主变扩建工程

20小时数千项倒闸后送电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这回行了，不用拿着身份证干着急了。我在家着急半天也
不知道怎么下载，是社区志愿者教会了我。”9月4日，在河东区
大直沽街道一个核酸采样现场，汇贤里社区居民李阿姨高兴地
向记者展示刚下载好的“天津数字防疫”App。

在近期的核酸检测中，大直沽街道汇贤里社区工作人员发
现，很多老年人下载“天津数字防疫”App有困难。为了解决老
年人在核酸筛查扫码登记、结果查询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社区党
委招募志愿者，成立“汇贤助老志愿服务队”，帮助社区老年人下
载、安装、注册“天津数字防疫”App，热情周到的服务得到社区
老年人的称赞。

老年人不会下载“天津数字防疫”App

助老志愿服务队来帮忙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通讯员 冯昶

李天路）由驻津央企中铁四局三公司承建
的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先行建
设项目日前开工，标志着广东省历史上投
资规模最大的水利项目正式进入工程实
施阶段。

据了解，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
程是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国务院今年加快
推进的55项重大水利工程，也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广东省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项
目总投资超600亿元、全长约500公里，惠
及粤西地区湛江、茂名、阳江、云浮四市
1800万人民群众。本次开工的项目为云
开山隧洞先行建设项目，主要为1.6公里贵
子支洞，还包括相关施工场地平整、永久
进场道路、支洞开挖弃渣场等，合同总价
1.06亿元，计划完工日期为2024年8月。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2103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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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31343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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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注
146注
1688注
82838注

1431184注
10086828注

6266348元
130104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奖池累计：1753950406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39期3D开奖公告

1 0 9
天津投注总额：864262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353注
650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终于不用再躲了
公安河东分局规劝潜逃境外电信诈骗逃犯投案

广东投资规模最大水利项目

驻津央企承建先行项目

我市6高校新增13个学位授权点

疫情快报

9月5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2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均为管控人员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9月
5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12例本土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和无症状感染者。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来临之际，市公安特警总队五支队民警走进国家电网城西供电公司与电力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反电

信网络诈骗知识。通过发放反诈宣传单、讲解常见电信诈骗手法等，加强市民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

本报记者 孙震 潘立峰 通讯员 刘培磊 尹剑男 摄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跨越1700多公里，日前，11名北甸村村民从云南省怒江州
兰坪县北甸村，来到驻津央企中交一航局的广西浦清高速项
目。在这里，他们将增加一个新身份，开始一份新工作。
“有活干就有钱赚，日子就有盼头！”恒扒朵是这支11人务

工队伍的领队。他说，此次项目部提供的帮扶岗位燃起了他们
对未来生活的新希望。
“北甸村地理位置闭塞、地势偏远陡峭、交通不便，耕地面

积少，很难发展大规模种植业、养殖业，且村民普通话水平低、
外出务工难，是北甸村容易返贫的重要原因。”中交一航局广
西浦清高速项目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远道而来的新员工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我们特地组织人员去火车站接站，并给
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晚餐，配发了工装、口罩、牙具等生活和劳
保用品。”

考虑到不少村民是第一次走出大山，项目部仔细了解了务
工人员的民族状况、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现有劳动技能和各项
需求。结合实际情况，项目部将他们分配到简单的岗位上先
“入职”，再通过岗位培训“入学”，引导其向钢筋工、水暖工等技
术岗位过渡，最终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实现从“输血式”到“造
血式”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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