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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市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44号通告。近期，经过全社
会共同努力，我市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津外多地持续
发生聚集性疫情，且在来返津人员中检出多例阳性感染者。通
过疫情形势分析研判，我市社会面传播风险依然存在，传播隐患
尚未排除。为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保障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秩序和身体健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明日在全市范
围开展核酸检测。

明日6时起，开展全域人员核酸检测。凡居住在我市的广大
群众，采样前要在当时居住地保持原地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挥
部统一部署和街道（镇）、社区（村）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
行核酸检测，不落一户、不漏一人。高、中、低风险区域和静态管
理区域的居民，以及隔离管控人员要严格服从属地街道管理。其
他区域居民采样后需持有本次核酸筛查采样证明和72小时核酸
阴性证明（均可在天津数字防疫App上查询）可安排上学、上班等
必要出行。凡是从津外来返津人员和我市有疫情地区旅居史的
人员要主动向社区和单位报备，并第一时间主动进行核酸检测。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明日6时起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

疫情快报

10月25日0时至24时

新增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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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20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其中，确诊病例4例
（均为轻型），无症状感染者1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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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285期3D开奖公告

2 2 9
天津投注总额：859868859868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三

163注
358注

1040元
346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06 2128 240423 16+17

第2022123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8139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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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注
3注

129注
386注
3911注
7711注
43960注

0元
38760元
1802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3535648元

■ 本报记者 陈璠

深秋的七里海湿地，洲滩纵横、万鸟
云集，在芦草掩映中，成群的麋鹿悠然觅
食。这群自去年被野化放养的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已逐步适应了湿地野外生存环
境，种群数量明显增加。为全方位加强对
麋鹿的观察与监测，日前，市规划资源局
联合天津师范大学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研
究团队，在七里海湿地核心区安装架设红
外相机，及时了解麋鹿的生活习性、活动
规律、环境需求和种群变化，为今后加强
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和野生动物保护
研究、进一步维护生物安全提供支撑。

记者跟随研究团队来到七里海湿地核
心区。“麋鹿是七里海湿地原有物种。考古发
现，2000多年前，曾有大量麋鹿在这里生息繁
衍，后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消失。上世纪80
年代，麋鹿从海外被重新迎归国内。2011年，
宁河区从北京麋鹿苑引进10头麋鹿放养在七
里海湿地的饲养基地，以加快种群恢复。”七
里海湿地管委会顾问于增会告诉记者。

去年春天，经过专家论证和考察，七
里海湿地管委会将麋鹿放回到七里海湿
地东海2.5万亩芦苇、水塘里，让它们自由
生长。“近年来，七里海湿地生态水平不断
提升，芦苇等大量野生植物为麋鹿提供了
丰富的食源。野外放养后的麋鹿明显膘
肥体壮，去年春天，麋鹿群只诞下1只小鹿，
而今年春天有4只出生。”于增会说。

在麋鹿野化放养的同时，天津师范大学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研究团队也开始了全程

追踪“护航”。研究团队针对麋鹿开展了一
系列研究，在野外基于非损伤取样技术，采
集麋鹿种群中个体的新鲜粪样，通过对粪样
分子水平的分析，深入了解麋鹿种群的食
性、营养健康状况等，为七里海湿地微生境
改造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初步研究发现，放养的麋鹿主要

采食部分禾本科植物以及荇菜等水生草本
植物，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麋鹿群成
功进行了自然繁殖，并且分为几个小群，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它们已经初步适应了湿地
自然环境。”研究团队负责人赵大鹏教授表
示，野外放养有利于提升麋鹿的自我维系功
能，壮大基础种群，对七里海湿地维持平衡
的生物多样性系统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记者看到，研究人员在距离地面70厘
米左右的高度，将多台套着迷彩外壳的红
外相机固定在木桩上。当动物从装置前
方经过时，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造成的温
差会引起相机周围热量的变化，这种变化
由红外传感器接收后，触发相机拍摄。
“我们根据麋鹿留下的蹄印、粪便、卧

痕等线索推测出它们活动频繁的区域，然
后将红外相机布设在这些区域内，优先选
择它们取食、休息及活动的点位。”赵大鹏
说，接下来，会定期提取相机数据，开展红
外数据的综合整理与专业分析，并根据监
测情况，进一步扩大红外监测覆盖范围。

麋鹿是湿地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
“旗舰物种”是指对社会生态保护力量具
有特殊号召力和吸引力，可促进全社会对
物种保护关注的代表性物种。人们熟知

的旗舰物种有大熊猫、东北虎、川金丝猴
等。湿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旗舰物种包
括东方白鹳、遗鸥、勺嘴鹬、麋鹿等。
“由于旗舰物种对生存环境有着非常高

的要求，保护旗舰物种本身，也就保护了旗
舰物种赖以生存的栖息地乃至整个生态系
统。”市规划资源局森林野保处副处长教效
同表示。近年来，我市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和“871”重大生态工程建设

的有力推进，使野生动植物资源得到有效保
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明显增多。截至目
前，我市拥有各种兽类、鸟类、两爬类野生动物
521种，昆虫1000余种，植物1000余种，成为华
北地区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接下来，我
们将持续开展麋鹿种群监测工作，借助先进技
术手段，推动麋鹿安全保护和科研监测更加精
准、有效，助力麋鹿种群数量不断扩大，生物多
样性更加丰富。”教效同说。

七里海麋鹿回归 悠然觅食
增设红外相机监测新动态

经过一年多野化放养，麋鹿群成功进行了自然
繁殖，并且分为几个小群。去年春天，麋鹿群只诞下
1只小鹿，而今年春天有4只出生。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天津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新闻发布会，就
《方案》的主要内容和相关支持政策、组织
保障等进行正式发布。
《方案》提出，到2025年，我市乡村建设

将取得实质性进展。生态、宜居、美丽的农
村人居环境基本实现；布局优化、承载力强、
系统完备、安全可靠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体
系全面形成；保障基本、质效优良、城乡均等
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全面建立；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方案》提出健全“三个体系”，分别是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内容包括，
增加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创建区域教育发
展共同体、提升涉农职业院校发展水平等
措施；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升农村
养老助残服务水平，推动移风易俗，整治

天价彩礼、浪费攀比等不正之风，推广乡
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实现90%以上村庄实
行积分制管理等。

按照《方案》，实施“九大工程”。村庄建
设发展提升工程，创建100个乡村振兴示范
村，精准扶持800个经济薄弱村，全面提升村
庄建设发展水平等。农村道路畅通工程，推
动农村公路建设项目更多向进村入户倾斜，
促进农村公路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等。强化农村防汛抗旱和供水保障，持续提
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确保饮水安全，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9.7%等。乡村清洁能源
建设工程，农村供电可靠率达到99.955%，综
合电压合格率达到99.99%。发展农村太阳
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等。农产品仓储保鲜冷
链物流设施建设工程，建设150个农产品产
地冷藏保鲜设施，推进鲜活农产品低温处理

和产后减损，推动滨海新区和远郊五区区镇村
三级商业体系加快完善等。
“九大工程”还包括：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

程，加强农村广播电视、5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提高“互联
网+”惠民便民服务水平等。村级综合服务设
施提升工程，进一步完善村级综合服务站点，
加强村内健身设施、公共照明、应急避难场所、
应急广播建设等。农房质量安全提升工程，加
强农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和周边地质灾害综
合治理，提升农房设计建造水平等。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行动，再改造提升6.6万座户厕，基
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无
害化处理率保持在100%，完成第二批150个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村建设等。

我市将建立专项任务责任制，实施项目
化清单管理，优化项目实施流程，加大财政投
入，创新金融服务，引导社会参与，强化用地
保障和人才技术支撑等措施，确保《方案》顺
利实施，取得成效。

新闻发布厅

2万个专项摇号结果出炉

中签率53.11%

《天津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正式发布

健全“三个体系”实施“九大工程”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提示，2023
年天津市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将于今年11月1日
开始，相关事宜可详见招考资讯网。相关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
履行报名手续，逾期不再补报。

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于11月1日9时至11月10日17时，登录
招考资讯网，进入天津市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根据要求和提
示，录入报名信息，并保证各项信息的完整、真实、准确。考生网
上缴费成功后，方可在11月11日至15日携带相关证件证明原件到
规定地点现场确认报名信息，否则报名无效。我市普通高中应届
毕业生在其学籍所在中学确认报名信息。我市普通中专、职业高
中、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在其学籍所在区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确
认报名信息。往届毕业生、同等学力考生等符合条件的其他考生
在其户籍所在区考试机构指定的地点确认报名信息。

考生须根据自身情况，在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3个科类中
任选一类作为本人的报考科类；在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
西班牙语6个语种中任选一种作为本人的外语语种。报考艺术
类和体育类等特殊类型考试的考生，务必准确选报相应科类，若
填报错误会对后续的专业测试报名、考试及录取产生影响。普
通本科高校招生录取总成绩由语文、数学、外语3门统一高考科
目成绩和考生自主选择的3门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成
绩构成。考生须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6门
科目中选择3门作为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考生准确
选择填报，如选择错误，将会对最终填报志愿及录取产生影响。

报考艺术类美术与设计学类、戏剧与影视学类、舞蹈学类
（非体育舞蹈专业）、舞蹈学类（体育舞蹈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音乐类等相关专业的考生，在高考网上报名时，科类须选
择艺术类，同时选报相应专业类别的市级统考。市级统考的考
试时间为2022年12月。报考艺术类其他专业的考生，以及市级
统考基础上需继续参加专业校考的考生，科类须选择艺术类，同
时应关注报考院校的招生章程，按照招生院校的要求和规定的
时间办理专业考试报名手续。

报考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在高考网上报名时，科类须选择体
育类，并选报体育类专业市级统考，填报相应的体育专项考试项
目，考试时间为2023年4月。

报考普通类本科及以上批次外语专业或有口语要求专业的
考生，须选报高考外语口语测试，考试时间为2023年3月。

按照教育部规定，被推荐的免试保送生，运动训练、武术与
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单招考生，残障单招考生，职教师资单招考
生，消防单招考生也必须办理普通高考报名手续，报名程序与普
通类考生相同。

2023年高考11月1日开始报名

截至11月10日17时 逾期不再补报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我市个人普
通小客车增量指标专项摇号举行，本次摇
号共有37658个申请编码通过资格审核，共
同申请20000个专项摇号增量指标，专项摇
号活动中签率为53.11%。
市交通运输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中

签者可自行下载打印指标证明文件，到市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车辆登记。同时，
在指标有效期内，请市民在我市购置新
车，逾期未使用的视为放弃指标，自指标
过期之日起，5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我市小客
车增量指标申请。

《百姓问政》聚焦民心工程进展

让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
姓问政》邀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温武瑞、
市体育局局长李克敏、市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张剑、市公安局副局长孙连凯，向群众
汇报今年民心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今年，“治理城市噪声扰民”纳入民心工
程，市生态环境局采取创建安静居住小区、
加强信访执法检查、实现全市工业园区噪声
管控全覆盖等措施，推进噪声污染治理。为
进一步提升社区居住环境，市公安局继续开
展智慧平安社区建设，年底前将实现我市城
镇地区全覆盖。此外，不少市民希望在社区
周边增建、更新全民健身设施、场地，这项工
作也被列入今年的民心工程。目前，市体育
局正在对这些设施、场地进行最后的验收工
作。为丰富市民文化娱乐生活，今年，市文
化和旅游局举办了241场次名家经典惠民演
出。同时，成功举办第7届市民文化艺术节，
全年开展各类活动超过40项。

4个职能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高质
量完成今年的民心工程收尾工作，谋划好
明年的20项民心工程项目，努力让群众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

本报讯（记者 徐杨）近日，市胸科医院
心外科为一名主动脉瓣置换术后22年的女
患者植入新型免缝合生物心脏瓣膜，患者
恢复顺利于术后10日出院。此次手术为该
患者第三次进行心脏瓣膜手术，不仅是我
市首例免缝合心脏瓣膜置换术，也是全国
首例采用免缝合瓣膜进行再次主动脉瓣
置换手术。

这名52岁的女患者分别于2000年进行
主动脉瓣机械瓣置换术、2019年进行二尖
瓣机械瓣置换术和主动脉瓣瓣下狭窄松解

术，此次因主动脉瓣人工瓣膜狭窄到市胸
科医院心外科就诊。考虑到患者多次开胸
手术史，胸骨后组织粘连严重，极易造成心
脏损伤甚至破裂出血，同时，患者体型娇
小，主动脉血管直径偏细，术中操作空间狭
小、手术操作距离远，增加了手术难度。

该院心外科副主任、心外三病区主任
王联群等专家团队经术前反复评估，最终
决定采用主动脉瓣免缝合生物瓣膜置换
术。术中确定人工瓣膜尺寸后，成功将人
工瓣膜输送装置定位并释放瓣环，整个植

入过程耗时约3分钟。患者术后23小时后拔
出气管插管，第二天晚上进食半流质，第四天
转出监护室，术后10天出院。

主动脉瓣病变是心脏大血管外科常见的
病种之一，手术治疗是此类疾病的首选治疗
方法。传统手术术中需缝置瓣膜缝线、打
结。免缝合生物心脏瓣膜是一种新型的完全
靠支架支撑、不用缝线固定的、耐久性长的瓣
膜，可简化手术植入操作、缩短心脏停跳和体
外循环时间，具有手术时间短、安全性高、术
后恢复快等优势。

经历两次手术 再换主动脉瓣
市胸科医院国内首次采用免缝合瓣膜完成“再”置换

� 因为缺少附着
物，研究人员安装红外

相机时颇费周折。

▼芦苇荡里，麋
鹿悠闲地晒着太阳，

一只喜鹊在鹿背上蹦

来蹦去。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通讯员 韩克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