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天津
2022年10月20日 星期四 责编：皮历 美编：王宇

疫情快报

10月18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9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10月
18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9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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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相关人员应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陕西省西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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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以来
具有重点疫情地区旅居史的人员，抵津后连续3日进行核酸“日
检测”（首次检测原则上“落地检”，最晚6小时内，单次采样间隔
24小时）。7日内具有中、高风险区所在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
家健康监测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3日，纳入管理前3日及离开
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
日内具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照现行政策执行。
新增具有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襄州区、襄城区旅居史的人

员，实施抵津前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后连续3
日进行核酸“日检测”（首次检测原则上“落地检”，最晚6小时内，
单次采样间隔24小时）。7日内具有重点疫情地区（除中、高风险
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家健康监测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3
日，纳入管理前3日及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进行核酸检测，核
酸检测阴性解除管理。7日内具有中、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按
照现行政策执行。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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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每个班级有独立
的厕所和盥洗室，设立面积在8平方米以上
的保健室或卫生室，保教人员与婴幼儿比
例不低于1:7，每季度进行一次膳食调查和
营养评估，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家长开放
活动……近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
市启动创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
机构，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专业化、
规范化建设。到2025年，全市每千人拥有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4.5个，建设一批示
范机构发挥示范引领、带动辐射作用，提
高全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整体水平。

参加创建的机构要同时满足下列条
件：在区卫生健康部门完成备案的托育机
构；招收2至3岁幼儿的幼儿园。机构收托3
岁以下婴幼儿数不少于15人，可提供托位
数不少于30个。机构收托3岁以下婴幼儿
并运营一年及以上，无失信惩戒、违规办

学等不良记录，未出现歧视、体罚、变相体
罚、侮辱、虐待婴幼儿等行为，未发生安全
管理责任事故及婴幼儿伤害事件，未涉及
社会负面舆论事件。无其他不符合示范
机构评审的条件。

示范机构创建将围绕机构资质、设备
设施、人员配备、管理与运行、安全管理、
卫生保健、保育照护、家园社区8项指标进
行评估。人员配备要求机构负责人具有
大专及以上学历，有从事儿童保育教育、
卫生健康等相关管理工作3年及以上经
历，且经托育机构负责人岗位培训合格；
托育工作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专业学历
背景，有婴幼儿照护培训经验，取得保育
师（员）、育婴员、幼儿教师资格证等职业
等级（资格）证书或婴幼儿照护相关专业
职业能力证书等。安全管理要求建立照
护服务、安全保卫等监控体系，监控报警

系统确保24小时设防，婴幼儿生活和活动
区域应当全覆盖等。卫生保健要求包括
儿童膳食专人负责，成立有家长代表参加
的膳食委员会；根据膳食标准制定膳食计
划及带量食谱，1至2周更换1次；建立儿童
入园和定期检查制度，婴幼儿进入婴幼儿
照护服务机构前及离开机构3个月以上返
回时，需经医疗机构健康检查合格后方可
入托；做好婴幼儿的视力保护，2岁以下儿
童不宜接触屏幕，2岁以上儿童每天接触
屏幕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每次不宜超过
10分钟等。保育照护要求关注婴幼儿发
展水平与需求，促进语言、认知、动作、审
美等领域全面发展；重视婴幼儿身体、情
感、需求等变化，关注婴幼儿个体差异，实
施针对性照护；根据婴幼儿生理特点制定
作息时间，动静交替，集中统一活动时间
不宜过长，一般在10至15分钟，形成相对

稳定的生活秩序；每日户外活动不少于2小
时，寒冷、炎热季节或特殊天气情况下可酌
情调整等。

评审将按照机构自愿申报、区级会同街
（镇）初审推荐、市级复核评审的程序进行。
年底前，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市计划生
育协会将委托第三方专家对各区推荐机构进
行市级复评，评选市级示范机构，经公示无异
议后命名称号，自命名之日起示范称号保留
期限3年。示范机构将实行动态管理，每年年
底前进行复核评估，各区组织专家通过调研
走访、民意测评等方式对示范机构进行复核
评估，根据复核评估情况出具结论。复核评
估结果低于命名示范称号时分值的80%，提
交整改报告；发生失信惩戒、违规办学、歧视、
体罚、变相体罚、侮辱、虐待婴幼儿等行为，及
发生安全管理责任事故及婴幼儿伤害事件
等，将撤销其示范机构称号。

创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机构
围绕8项指标进行评估 2025年全市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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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日，滨海新区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积
极配合防疫政策、规范履行个人责任，用堪称典范的实际行动截
断了一条可能的病毒传播链。截至目前，该条传播链无新增阳
性感染者。
10月14日5时许，两名感染者乘坐火车从外省老家到达我

市。抵津时，他们所在的外地县市属于常态化管控政策，不是风
险区，到津需要进行落地检、三天两检。他们按规定进行了报
备，并且主动居家隔离。
10月15日上午，二人得知在老家的亲属因当地防控政策的

突然调整需要集中隔离，随即给他们在滨海新区居住社区的网
格员发去信息。社区立即启动程序，网格员通过手机向他们了
解同住人的基本情况，要求他们居家隔离。二人模范遵守。
10月16日早，其中一名感染者自我感觉出现了一些症状，立

即向社区再报备。滨海新区疾控中心几乎在同时接到来自外省
的协查函，确定二人为密切接触者。滨海新区随即对相关人员进
行闭环转运，并且启动小区的管控措施，后来二人先后确诊。
“他们模范遵守了相关规定，出现任何变化都第一时间向社

区报备，显示出很强的自我健康防护意识和良好的公德意识。”滨
海新区疾控中心专家说，“从专业技术角度讲，传染病防控，早发
现、切断传染链条是最关键的，这样能避免扩散传播，为控制疫情
争取了最大的主动和最佳的时机。如果感染者回津后到处聚会、
聚餐，发现时拥有大量的轨迹，会给防控增加极大的难度。”

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积极配合防疫政策

用实际行动截断一条传染链

本报讯（记者 王睿）昨日，天津海洋装
备产业（人才）联盟首个培养基地在海洋
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油
工程”）揭牌。该基地实施“订单式”专项
培养，促进联盟、院校、企业联动，打造政
校企“三位一体”人才发展新格局，为我市
储备一批海洋装备产业人才。

在现场，海油工程与天津大学、天津
科技大学、滨海职业学院等签订人才培养
合作协议，“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同期签约
揭牌。天津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培
养基地可提供岗位实习、就业培训、创业
基地实践，开展学术交流及成果转化，同
时建起“人才资源池”，启动战略科学家培
育、青年科技英才选育、绿色低碳转型及
数字化人才发展、大国工匠培养等计划，
为高校培养创新型实用型人才，为企业精
准引才拓宽渠道，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
业链深度融合。

天津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于
2020年成立，致力于构建“政府搭台、人才
主角、产业发展”的人才与产业融合发展
生态圈。目前，联盟成员已达111家，盟
内企业签订协议5745份、签约额达175.8
亿元，实现 8个产学研成果转化项目落
地，完成 10家海洋装备产业链“专属认
证”企业认定，对我市建设全国海工高端
装备和设施制造产业领航区发挥了示范
带动作用。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
的《百姓问政》邀请市市场监管委主
任戴东强、市商务局局长孙剑楠和市
水务局局长张志颇，向群众汇报各自
承担的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今年，市市场监管委重点对1029台
老旧小区、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的
电梯进行抽检。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建
设1000家食品安全管理示范店。市商

务局结合群众需求，已经建成6家菜市场，
解决群众买菜难题，另外3家菜市场正在
紧锣密鼓的推动过程中。市水务局承担
的津滨水厂二期项目已经完成主体工程
建设，预计11月底全面通水。

市市场监管委、市商务局和市水务
局将扎实推进今年民心工程项目建设，
谋划好明年的20项民心工程项目，把民
心工程办到百姓心坎上。

本报讯（记者 姜凝）教育部近日
公布了2022年度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建设项目立项名单，天津大学智能与计
算学部牵头申报的“城市智能与数字治
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获批立项建设。
“城市智能与数字治理教育部工

程研究中心”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为技术主线，以提升城市智能化、
数字治理水平为目标，开展物联网技术
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系统集成、工程化、产
业化等方面的研究，支撑城市公共服务
和数字治理，为实现安全、高效、绿色、低
碳、宜居的未来城市研制开发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算法、设备及系统。

昨日，在第三届“海河工匠杯”技能大赛上，参赛选手参加包括茶艺、插花、网页制作、中式面点等在内的比赛项目，优胜选手将代表

天津市参加2023年全国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蓟州区发挥专班作
用，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主题
新闻发布会。蓟州区政府有关负责
同志介绍，他们充分发挥工作专班作
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果丰硕。

该区乡村振兴工作专班由区委、
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聚焦建设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典范城市奋斗目标，实
行重点项目集中攻坚。今年以来，在
全市6次乡村振兴“挂图作战”指标月
度完成情况排名中，蓟州区5次位列第
一位。

始终树立“项目为王”思维，帮促
各镇村兴建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指导

下营镇成功申报农业产业强镇，再获
中央1000万元资金支持；帮助小穿芳
峪村全力推进文体活动中心、穿芳三
隐展览馆、民俗馆等7个项目建设；指
导程家庄村整合酒、驴肉、菜等美食资
源，规划建设集小吃、纪念品、酒吧于
一体的乡愁老街等。

坚持品牌化农业发展方向，以蓟
州区绿食中心为主体，对现有蓟州农
品81个产品进行包装升级，择优纳入
统一销售渠道，推进标准化生产。谋
划面向高端市场，打造以“生态、安
全、绿色优质”为内涵的高端农产品
新品牌“鱼羊集”，为消费者搭建一个
蓟州优质农产品平台。指导东二营
镇“富硒小镇”完成全国第二批、天津
市首例富硒土地公示，成立硒乡有礼
农业专业合作社，兴建100亩富硒农

产品示范基地，面粉、蜜薯、鸡蛋等广受
好评。

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完成该区宅基
地基础数据库和信息系统建设。2021年
相继争取了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区、国
家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区、国家生猪产
业集群等项目，全年总计争取中央和市级
政策资金4.6亿元。

今年继续加大资金争取力度，下营
镇成功申报国家果品农业产业强镇，12
个“一村一品”乡村特色品牌通过市级认
定，出头岭镇成功纳入第二批中央彩票
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项目市级储备，总
投资约5.5亿元的16个产业项目已纳入
市级储备。在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方
面，工作专班不断加大推动力度，截至目
前，市、区两级扶持单位已累计投入资金
4729万元。

蓟州区发展特色产业促进乡村振兴

新闻发布厅

天津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

首个培养基地揭牌

政校企携手“订单式”育才

《百姓问政》聚焦民心工程进展

天大获批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立项

提升城市智能化数字治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