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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4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均为管控人员

夜间人员密集场所“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

公安“点线面”一体化巡防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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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诚信经营承诺店”名录公布

1120家门店上榜 39家店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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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零缺陷”接卸首批A321空客大部件

保障百姓用电需求

“电管家”节日不下线

盘山等景区今起恢复开放

9月12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

我市完善孕前产前生后三级防控体系

山西文旅来津推介景区景点

京津冀豫航空制造企业技能邀请赛启动

海河工匠杯广发英雄帖

中秋假期，西青区中北镇永旺商场三层停车场改造升

级为全新的购物空间，亲子娱乐项目和多元化的消费体验

吸引市民到此“尝鲜”。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姜哲 摄

为减少节日期间人员跨省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

同时保证施工进度，中秋假期，中国铁建大桥局天津地铁8

号线一期工程建设者400余人坚守施工一线，就地过节。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崔晓雨 摄

北辰区“全链条”服务助力

弗兰德第十次在津增资扩建

南开大学团队研获新型人工血管

破解小口径人工血管再狭窄难题

本报讯（记者 韩雯 宋德松 通讯员
张文涛）越是节假日，越是他们最忙碌的
时候。昨日从市公安局获悉，中秋假期，
全市公安机关启动高等级勤务响应，多警
联动、协同作战，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战疫情，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第三次统
一行动，确保节日期间社会大局持续稳
定。据统计，9月10日0时至12日12时，
全市110接报刑事警情同比下降12.5%，全
市未发生重大敏感案事件和公共安全事
故，高速公路和主干道路通行顺畅，各大
旅游景区景点秩序井然。

节日期间，我市公安机关每日投入
1.2万名街面警力，部署55组特警“尖刀”

机动队，强化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重点
加强广场、商超、夜市、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
巡逻守护。在夜间人员密集场所持续开展
“见警察、见警灯、见警车”行动，加大社会面
管控力度，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巡查重点部
位2111个，全力构建“点线面”一体化巡防
网络。

交管部门加大路面警力部署，深入推进
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强化易肇事
肇祸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同步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提示工作，消除各类交通安全隐患。9
月9日至12日，查处涉牌涉证、超员超载、摩
托车闯禁行及“炸街”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
193起，查处涉酒违法251起（含醉驾78起）。

此外，按照全国公安机关夏夜治安巡查
宣防集中统一行动部署要求，自9月9日开始
连续3天每晚8时至次日凌晨2时，市公安局
组织全市公安机关开展重点部位巡查、重点
通道检查、重点场所清查、重点路段临查、重
点水域夜查，在严打严防严控的同时努力营
造安全祥和的治安环境。

统一行动期间，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
事案件79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2名；累计出
动警力6.4万余人次，检查各类场所4090家
次，排查整改安全隐患885处；设置宣防点位
8128个（次），以群众“看得见、容易懂、记得
住”的方式向76.7万余名群众宣传安全知识，
服务群众2.3万余人次。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吴迪

通讯员 李四航）日前，中远海运欧线
“中海环球”轮运载的2件空客A321飞
机大部件，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
箱码头“零缺陷”完成接卸作业。这是
天津港接卸的首批空客A321 机型核
心大部件，标志着天津港大部件作业
能力和水平再上新台阶。
“船舶到港前，我们就专门组织相

关部门召开了船前准备会和接卸推演
专题会。有了之前600多架次A320空
客大部件‘零缺陷’接卸的成功经验，
这次结合A321大部件前机身、后机身
尺寸及重量特点，我们共同研讨制定
了最佳作业工艺方案。”天津港太平洋
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与此同时，他们还与船公司、口岸
单位、船代等相关方密切协作，实现了
船舶到港“零等待”作业，作业过程中
再次合力实现了大部件的安全、高效、
“零缺陷”接卸，持续打造空客大部件
“零缺陷”接卸作业品牌。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这充电速度可真快，我能早点回家
了。”中秋假期第一天，京沪高速唐官屯服
务区，在国网天津电力心连心（静海三队）
共产党员服务队胡子海和李朝阳帮助下，
赶着回家的张先生不到半个小时就给电
动汽车充满了电。

中秋假期，交通枢纽、旅游景区、文化
场馆等迎来客流高峰。由于越来越多的市
民选择电动汽车出行，对高速充电站充电
速度等提出更高要求。李朝阳说：“尤其节
假日返乡人员扎堆回家，受充电桩数量和
充电速度的限制很易造成排队等待的情
况。”为满足百姓出行需求，国网天津静海
公司今年8月对京沪高速唐官屯服务区充
电桩进行升级改造，使充电桩平均充电速
度提升30%以上。

此外，国网天津电力增加了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运维保障力量，全力做好国家海
洋博物馆、东疆湾沙滩等21个4A级以上
旅游景点43座景区充电站及百货大楼、佛
罗伦萨小镇等45座大型商圈充电站的运
维，做好服务百姓的“电管家”。

据了解，中秋假期国网天津电力员工
坚守一线，做好运维保障、供电服务、电网
建设等各项工作。25支队伍、1000余人坚
守在电网建设施工现场，803辆抢修车辆、
1900余名抢修人员坚守在供电保障一线，
100家供电营业厅、52家24小时自动营业
厅、网上售电系统正常运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9
月11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4例本土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1例（轻型）、无症状感
染者3例，均为管控人员。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蓟州区

相关部门获悉：该区盘山景区、黄崖关长
城景区、梨木台景区等多个景区定于9月
13日对游客恢复开放。游客需配合景区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包括全程佩戴口罩，
进入景区要出示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健康码等。

本报讯（记者 徐杨）9月12日是预防
出生缺陷日，今年的主题是“防治出生缺
陷 促进生育健康”。从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多数出生缺陷通过及时筛查和有效康
复救治可获得良好预后效果，我市通过建
立并完善贯穿孕前、产前、生后的三级出
生缺陷防控体系，2019年至今共检出导致
儿童智力、听力、视力、肢体残疾的疾病
5800余例，先心病5000余例，孤独症儿童
1900余例，救助严重致死致残性疾病儿童
400余例。

我市加强婚前、孕前健康检查等一级
预防项目，统筹落实婚前保健、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孕前专项疾病筛查、增补叶酸、

孕期保健等服务，重点做好艾滋病、梅毒、乙
肝等指定传染病筛查，对发现的遗传性疾病
给予针对性指导，筛查率持续保持在95%以
上。实施婚前医学检查一站式服务，加强婚
前保健和生育指导，叶酸补服，叶酸检测和
发放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同时，持续做
好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在城乡居民
全覆盖基础上不断提升项目质量，检查率持
续保持在90%以上。

为做好产前筛查和诊断等二级预防项
目，我市加强产前筛查与诊断工作管理，产前
筛查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将胎儿染色体
非整倍体无创基因检测项目纳入2019年度民
心工程，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免费进行检

测，项目开始至今累计完成检测17万余例，检
测出目标疾病高风险400余例，均通过产前诊
断在知情选择下进行了有效干预，杜绝和减
少了严重致死致残类出生缺陷的发生。

另外，我市还加强新生儿及儿童疾病筛
查、干预和救助等三级预防项目，规范开展新
生儿访视、营养与喂养指导、生长发育监测、
健康咨询与指导，将新生儿甲低、PKU、听
力、儿童先天性白内障、髋关节发育不良、先
心病、神经心理行为发育和孤独症等8种疾
病纳入妇女儿童健康促进计划和提升计划惠
民项目持续推进，并将孤独症筛查纳入2021
年和2022年市政府民心工程项目，筛查率均
达到98%以上。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由山西省文化
和旅游厅主办的“康养山西·秋行大运”山
西文旅推介会近日举办。这是今年首个
组团“打包”来津推广文旅活动的省份。

云冈石窟、大同华严寺、应县木
塔……推介活动分别从登高赏秋、古建密
码、金秋之夜、诗画乡村、水韵秘境五个方
面，详细介绍了山西精品旅游资源，集中
推荐具有代表性的旅游产品、旅行社精品
旅游线路、网红打卡地攻略等。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近日，市商务局、市文明办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了“诚信经营承诺店”活动，经过企业申请、核查推荐
等流程，107家新申请门店被纳入第四批名录。同时，各区商务
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对前三批“诚信经营承诺店”进行了复
核，39家门店因失信、闭店等原因被移出名录。最终公布的
2022年度“诚信经营承诺店”名录共有1120家门店，涵盖百货
零售、餐饮、家政、洗染、药品流通、汽车流通等行业企业。

我市已连续多年开展“诚信经营承诺店”活动，在商贸流
通行业中倡导诚信兴商理念，提升企业的诚信水平和综合竞
争力。市商务局、市文明办号召被纳入名录的诚信经营承诺
企业（门店）认真履行承诺，依规依法、文明诚信经营，主动接
受社会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妥善处理各种消费纠纷和顾客投
诉，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市人社局、市总
工会、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航空工业集
团人力资源部将联合举办第三届“海河工
匠杯”技能大赛——京津冀豫航空制造企
业技能邀请赛。

据了解，本届竞赛设置航空电气安装
调试工和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两
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只设职工组。
参赛选手为京津冀豫四省市从事航空制
造、航空维修及相关职业工种的企业员
工；原则上参赛选手应具有高级工（三级）
及以上职业技能等级（特别优秀的选手，
可破格参赛）。获得相应名次的天津市
选手，按《天津市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
法》和《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
关于印发第三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
计划安排的通知》相关规定予以奖励。
获得相应名次的其他省市选手，可晋升职
业技能等级。

本报讯（记者 王音）近日，位于北辰经济开发区的弗兰德
传动系统有限公司启动产线结构升级第十期增资扩建项目，
计划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扩建相关机加工车间，并增资建设
传动齿轮机加工车间。项目投产后，将推动弗兰德天津工厂
在华业务持续增长。

弗兰德1996年落户北辰区，2021年9月启动第九期增资扩
建，投资4.2亿元建设超1.6万平方米新厂房，打造世界领先的
半直驱传动链产品组装和测试生产线，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今年，北辰区推出16条优化营商环境“硬举措”为企业解难
题、办实事。针对弗兰德等重点企业，推行“项目+团队”服务机
制，成立19个部门业务骨干组成的服务团队包联领导和首席帮
办全流程跟踪、实时沟通，提供前期预审、一窗受理、内部流转、
同步审批、快捷送达的“全链条”服务，让企业省时省力省心。

本报讯（记者 姜凝）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药物化学生
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赵强教授课题组等合作研获了一种具有
仿生天然血管功能的新型生物复合型人工血管，可在体内缓
慢释放一氧化氮，促进血管组织再生并抑制血管钙化，显著提
高血管长期畅通率，有效破解了小口径人工血管再狭窄难题，
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介绍该成果的论文近日发表在国
际权威学术期刊《细胞报告》上。

据介绍，小口径人工血管一直是心血管植介入器械领域
颇具挑战的研究方向，赵强团队设计的这种新型人工血管具
有双层结构，内层可提供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再生活性；外层
采用的材料起到力学支撑作用，使复合血管的力学强度可达
到或接近天然动脉的水平，并能在体内环境中通过多步反应
转化生成一氧化氮，起到抗凝血和抑制内膜增生的重要作用，
显著降低人工血管的再狭窄发生率。该团队成果不仅为新一
代小口径人工血管设计制备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而且丰
富并发展了组织诱导心血管生物材料的相关理论。

本报讯（记者 姜凝）从9月9日开始，天津医科大学于每
周五18时开讲本科生思政必修课，首讲题为《科技创新推动
医学发展》。课程采用医学专家和思政课教师同讲一堂课的
形式，引导广大医学生积极追求卓越、矢志创新。

课程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医学科研专家结合基础研
究和临床经验分享医学最新进展、科技前沿信息和科研工作
经验，思政课教师帮助学生深入学习领会科技创新的深刻内
涵，通过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结合，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
命感，将思政课的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提高思政课教学实
效，打造医学院校特色思政课程。

“思政+医学”医大开讲必修课

医学专家思政教师同讲一堂课

这
样
过

中
秋
假
期

中秋假期，我市各大商圈图书

馆吸引众多市民阅读充电，与家人

朋友共享惬意的假日时光。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