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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对口支援重庆万州30年 投入2.19亿元实施122个帮扶项目

带动1.1万余名群众增收致富

疫情快报

10月29日0时至24时
新增24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诞辰111周年之际

南开大学“省身班”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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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日前从市合
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对口支援重庆市万
州区30年来，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各界力
量，累计投入资金2.19亿元，实施移民小
区、社会事业、产业等帮扶项目122个，带
动超3000农户、1.1万余名群众增收致富，
为提高万州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出了
“天津贡献”。

1992年，我市担负起对口支援重庆市
万州区的光荣使命。30年来，我市发挥产
业、基建、干部人才、医疗卫生等优势，助
力万州区实现产业转型、改善城乡面貌、
提高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记者了解
到，我市在当地先后实施经济林、生态猪

“双百亿”工程，扶持甘宁、柱山等乡镇产
业发展，建设同鑫现代农业园区和蔬菜基
地；在津举办万州旅游推介活动，开通并
加密两地航线，鼓励天津达陆钢绞线、榴
莲咖啡众创空间等一批企业落户万州区，
增强当地“造血”功能。

在支持移民新城建设上，我市重点
帮扶流水、双堰塘、天子路、长生河等移
民小区完善基础设施，打造社区便民服
务中心、养老服务中心。其中，流水社区
被中国残联授予社区“残疾人之家”，并
荣获重庆市“示范社区”“文明社区”“科
普示范社区”等称号。不仅如此，我市援
建天津·三峡移民广场、南门口广场、天

津路、电信大楼等项目，优化城市载体功
能，帮助柱山乡 3个行政村在悬崖峭壁中
修建13公里村级公路，解决了近万人多年
的出行难问题。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市通过干
部挂职交流和培训等方式，搭建学习交流平
台，两地累计互派干部人才127名，培训万
州区的干部、教师等2542人次；援建万州外
国语学校（万州天津中学）、王牌小学、鸡公
岭幼儿园等21所学校，结对帮扶万州第二
高级中学、万州外国语学校，提升当地教学
质量。为了让当地人更有“医”靠，我市援建
万州区天津医院、妇幼保健院及分水、普子
等乡镇卫生院18所，支持万州区天津医院

创建国家三级医院，天津13家医院与万州
区天津医院签订“院包科”共建协议，派出6
批93人次医疗专家，合力提升医院综合服
务能力。

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市合作交流
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按照部署，我市还将持续
深化特色产业合作，扶持万州古红桔、玫瑰香
橙、三峡天丛茶叶等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并依
托天津市消费帮扶服务平台，为万州区特色
农副产品开辟销售渠道；同时，推广“组团式”
“院包科”医疗帮扶模式，展开重点医学项目
联合攻关、重点医学科室联合共建等，推动两
地支援合作向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
拓展提升。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市疾控中心对10月28日通报的
津外商贸城相关人员感染者的样本进行
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属于奥密克戎变
异株BF.7进化分支，与津外病例基因组序
列基本一致。截至10月29日，我市已有30
名感染者系该链条传播，涉及西青、津南、
宝坻、蓟州、武清、静海、滨海新区7个区。

目前，已有滨海新区和宝坻区先后通
报曾前往该商贸城的相关人员不遵守我
市防疫规定被依法立案。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再次郑重提醒，10月19日以来到访过
河北省沧州市高新区明珠商贸城的人员，
立即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单位、居
住酒店报备，严格落实“双报备”，本人和

同住人居家或居店不外出，配合落实各项
防疫措施。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
强。实践证明，科学规范佩戴口罩是预防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有效措施之一。在
商超市场、影剧院、宾馆酒店等室内外人
员密集场所时，乘坐厢式电梯和飞机、火
车、地铁、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在餐
厅、食堂处于非进食状态时，在医院就诊、
陪护、核酸检测以及出现呼吸道症状时，
均应规范佩戴口罩。风险人员在处于集
中隔离转运、办理入住、取餐、核酸采样、
外出就医、解除隔离等情况时，应规范佩
戴N95或KN95医用防护口罩，并做好手
卫生。

请广大市民朋友继续增强防护意识，
不到中高风险地区旅行或出差，来返津人
员严格执行来返津防疫政策，主动向社区、
单位、宾馆等相关部门报备，实行“双报
备”。抵津后立即实施“落地检”，并严格实
施“三天两检”，阴性结果未出前居家不外
出，7日内不聚餐、不聚会、不前往人员密集
场所。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聚
集、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进入社区（村）、市
场商超、文娱健身等公共场所配合扫码测
温、查验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等常态化
防控措施。风险人员要增强主动报备意
识，及时向所在社区（村）等相关部门报告，
接受流调时，要如实报告个人信息和行程
轨迹，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11月1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11月1日是全
市公仆接待日，当天9时至11时30分，全市
43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
热线电话，为市民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
难问题。

11月1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什么是抵御新冠
肺炎疫情的“第一道防线”？在常态化疫
情防控形势下,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措施，是切断传染链条最为关
键的环节。只有严格落实防疫规定，才能
及时避免扩散传播，为控制疫情争取最大
主动和先机。近日，同样有过河北省沧州
市高新区明珠商贸城旅居史的市民，因返
津后的不同“操作”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
的结局，其中，津南区一人因违反防疫规
定已致19人感染。

近日，津南区一女子于10月25日早与
其弟自驾前往河北省沧州市高新区明珠
商贸城，当日18时驾车从商贸城离开，在西
青区王稳庄高速口进行“落地检”后返回
津南区家中。该女子当日未向社区报备
自己的行程，且正常上下班。

虽然知道按“三天两检”制度应于27日
进行第二次核酸检测，但其并未进行检
测。其自述是因为得知10月28日将进行全
市筛查，便心存侥幸。

更关键的是，虽然我市一直强调7天内
不聚餐，该女子还是于27日晚在家中组织
了包括自家4口人在内的19人大聚餐。当
晚，其看到孩子学校班级群发的“曾到访
过沧州市明珠商贸城人员的排查通知”
后，才向社区报备并居家隔离。

10月28日，因河北省沧州市明珠商贸城
调整为高风险区，按照疫情管控政策，该女
子被转运到隔离酒店进行隔离，单管采集核
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截至10月30日17时，该
传染链已有19名阳性感染者，除其一家4口
确诊外，还包括10月27日晚参加聚会的9人、

同事3人、一起练瑜伽的同轨迹人员3人。目
前，该女子已被当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作为河北省沧州市明珠商贸城疫情关
联病例，10月27日凌晨，家住西青区李七庄
街的康姓女子被判定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
染者，这是我市最早发现的一例去过沧州
明珠商贸城的阳性感染者。截至目前已超
过3日，其同住家人和共同工作的同事均未
感染，没有形成新的传播链条。每日通勤
于天津与沧州的康姓女子以“教科书”般的
做法，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严
密做好自我防护，用自身行动守护了家人、
员工和邻里的生命健康，也为异地通勤和
外地返津人员打了个模范“样板”。

由于生意需要，康姓女子每天往返于
津沧两地。按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其每
次到达两地均第一时间进行“落地检”。10
月24日以来，其每日落地沧州即接受鼻、咽
拭子检测，抵达天津出站口就进行核酸检
测，结果均为阴性。在通勤日，每天路上
全程佩戴N95口罩，按照要求在“津心办”
上进行返津报备。为降低疫情感染与传
播风险，其坚持在家和商贸城间“两点一
线”，并与家人做到不聚餐、不聚会、不前
往人员密集场所。

10月26日傍晚，康姓女子落地天津做
完核酸检测后乘车回到家中再未出行。当
晚9时许，接到当天“落地检”出现混管阳性
的电话通知，其虽未有任何症状，仍立刻戴
上口罩并与家人分处不同房间自我隔离，
等待上门核酸采样。10月27日凌晨，其被
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转送至医院治疗。

由于康姓女子迅速且得当的处理并

未造成家庭内传播。在被判定为无症状感
染者后，夫妻二人积极配合流调工作，尽全
力梳理行动轨迹，第一时间提供完整的相
关信息，确保精准溯源、及时管控，以最快
速度阻断疫情传播链。

另从静海区疾控部门获悉，家住静海
区子牙镇的一名男子也曾到访过河北省沧
州市高新区明珠商贸城。28日返津后“落
地检”，其主动报备并居家减少外出，没有
参加任何聚餐、聚会。下午，在得知明珠商
贸城划定高风险区后，自觉个人流动轨迹
存在较大风险，主动到村委会再次报备。
当晚，该男子被转运至静海区某集中隔离
点实施医学观察。次日上午，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静海区疾控部门对其做完流行
病学调查后，为其“模范防疫”行为点赞。

抗击疫情靠大家。迟报、瞒报或谎报
高风险区旅居史，甚至在回到家中后不积
极落实健康监测，频繁聚餐、聚会，亦或前
往人群密集场所，就会给疫情防控带来极
大难度，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甚至有
可能形成规模性疫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10月29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
部门报告新增24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阳性感染者，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10月29日

津外商贸城关联感染者增至30例 涉及7个区

曾前往沧州明珠商贸城 不同“操作”导致两种不同结局

津南区一女子违反防疫规定已致19人感染

本报讯（记者 姜凝）10月28日，在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
先生诞辰111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省身班”命名仪式，将
陈省身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数学试点班”正式命名为“省身
班”，以“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为建设目标，旨在培
养有爱国主义情怀和科研报国之志、兼具全球数学视野的拔
尖创新型数学人才。

据介绍，1986年，陈省身在南开首创“数学试点班”，着力
在本土培养数学人才，其“首创开放型的高层次数学人才培
养基地”的育人理念被誉为“中国教育界一个历史性的贡
献”。36年来，南开大学“数学试点班”已培养出上千名优秀
数学人才和众多业界精英，教学成果丰硕。在新时代新征程
新起点，将南开“数学试点班”命名为“省身班”，标志其发展
建设迈入了一个崭新时代。在育人机制上，“省身班”将科学
选才，依托教育部“拔尖计划”“强基计划”，采取多阶段动态
进出机制，确保学生质量持续优质；组建包括中科院院士、国
家高层次人才的导师团队，强化学术引领和生涯规划，长期
稳定地指导本科生创新性课题研究；根据每名学生的专长量
身定制培养方案，实施本博贯通式培养模式；强化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课程设置兼顾数学专业课程和应用导向，突出专
业教育和交叉学科的培养效果；通过世界名校访学、暑期交
流等方式，赴国际高水平大学开展学习研究；邀请国内外著
名大学专家短期授课，举办系列前沿讲座，激发学生国际化
意识，拓宽国际视野。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日
前公布（公示），我市蓟州区有4个村庄入选，分别是渔阳镇桃
花寺村、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孙各庄满族乡隆福寺村、渔阳
镇小龙扒村。

据了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30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推荐上报的2138个村落进行评审。我市蓟州区
入选的4个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浓郁，传统村落特色鲜明，
保护现状完好，并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促使古老村落焕发新的
生机和活力，成为宜居宜业、生态环保的样板和典型。

第六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公布

蓟州区4个村庄榜上有名

图为蓟州区穿芳峪镇小穿芳峪村。

■ 本报记者 王睿

成品油“诞生”后要经过哪些流程才能到达加油站？整个
过程中油品质量如何保障？近日，随着“中国石油开放日——
走进天津销售公司”活动举行，记者为您一一探秘。
“上游石化企业生产的成品油经出厂检验合格后，要通过

专用管道输送至销售企业油库储油罐，中国石油天津销售公
司对入库油品进行检验，合格后按照汽、柴油专罐原则，由油
品运输企业配送至加油站。”在滨海新区中国石油康路加油
站，中国石油天津销售公司化验室副主任张丽丽介绍，油品运
输企业在配送车辆上统一装有视频监控和定位系统，便于实
时监控车辆运行状态和路线，确保运输环节安全受控；配送油
品抵达加油站后，站点会对油品关键指标进行检测，并与化验
室数据比对，确认油品无污染后接卸。

在现场，就市民关心的“加油机‘跳枪’加油会不会少加
油”这一问题，工作人员进行了试验：以20升标准计量桶为
例，用多次“跳枪”加油的方式加满20升油，结果显示“跳枪”
加油并不会造成少加油。康路加油站经理王海欣说：“由于
加油枪头有感应器和防溢油自封装置，加油时，油品溢出溅
起或油箱空气快速排出等会触动感应器，使油枪自动停止
加油，俗称‘跳枪’。试验表明，‘跳枪’加油不会出现少加油
的情况。”

“中国石油开放日”现场试验解答市民关心问题

“跳枪”不会出现少加油

单 位

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 名

徐军

尹晓峰

张锡顺

刘彤斌

贾文宗

刘涛

李静

刘国庆

李健

庞铁强

魏志强

李维东

杜全胜

于学生

赵春兴

沈洁

郑顺红

刘东水

王秋岩

李明

付卫兵

邢立华

李涛

刘荣

温武瑞

陈恒斌

翟千德

孙长国

刘志勇

马庆余

刘先夺

张涵

王志勇

李培志

王迎秋

时宝琦

曹崧

李嘉铭

刘彦波

张正

朱哲

刘会彬

戴召武

职 务

副秘书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一级巡视员

市政府教育督
导室总督学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总规划师

局长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总经济师

总会计师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一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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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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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21100

2312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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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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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09883

9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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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5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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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10000

586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