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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0时至24时

新增11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获专利
河西区智慧养老迈上新台阶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获悉，11月5日0时至24时，我市
疾控部门报告新增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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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奥密克
戎变异株病毒弥漫性、隐匿性、快速性
的严峻复杂特点，按照第九版防控方
案要求，我市规范划定高、中、低风险
区域，这些地区人民群众的正常医疗
需求一直是“战疫情”过程中的重点保
障。针对封管控区的“保就医”问题，
市卫生健康委强调，要确保急危重症
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群众用药需求坚
决无障碍予以保障。
为统筹做好疫情期间医疗服务保

障工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明确了市、
区两级管控人员医疗服务保障机制和
急危重症、血液透析、肿瘤放化疗、慢
性病、孕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分类处
置指导意见，建立了完善、高效的群众
就医用药需求保障体系。

同时，市级保医专班针对群众就
医需求保障暴露的薄弱环节，及时调
整优化医疗保障工作战术，在巩固“八
个一”（建立一个区级工作专班、制定
一套处置机制、指定就医定点医院、建
立一个专家组、制定一个工作流程图、
发放一张明白纸、设立一个24小时服
务专线、建立一套工作台账）举措的基
础上，特别强调各类重点人群底数务
必清晰、各类重点人群就医“四定”务
必明确、区级专班务必发挥主体作用
等工作举措，确保疫情期间群众就医
用药需求无障碍、无条件地予以保障。

为了保证市民就医需求，我市建
立了高效应急指挥体系。各区成立了
保医工作应急指挥领导班子，对重点
人群保医需求难以解决等情况提级管
理，疏通工作堵点，协调辖区相关部门

研判风险程度，组织医院积极开展医
疗救治，确保患者生命安全。

我市涉疫区充分发挥社区网格员、
基层医疗机构作用，摸清辖区慢病群众
底册，统筹辖区医疗资源，切实解决群
众就医需求。充分发挥网格员在代取
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建立起有效的衔接。各医疗机构
畅通慢病患者购药路径，确保居民取药
和家属、网格员代取药流程畅通无阻。
同时，畅通就医信息渠道，建立健

全保医电话公示机制，通过发放明白
纸和向社区群发送信息等方式，保证
每一位居民清晰了解紧急就医和日常
保医联系方式。

我市还公布了市级保医热线，通
过热线收集管控群众外出就医需求，
明确人员底册，进行台账化管理，对各
区保医专班进行派单、督办和回访，并
调度全市医疗资源全力救治患者。近
一个月，共接听群众来电825例，涉及
河西区、河东区、河北区、西青区、北辰
区、滨海新区等辖区以及外地来津就
医患者；针对孕产妇、肿瘤等重点关注
人群，组织普外、精神、神内、围产、重
症、血液病、院感等质控中心联合会诊
5次，“一站式”解决群众就医需求。

防疫过程中，对于因疫情出现大面
积管控群众的重点地区，市级保医专班
下沉一级与辖区保医专班合体办公，确
保信息对称畅通、决策及时有效。今
年，市级医保专班先后赴河东区、河西
区、滨海新区、静海区以及西青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帮扶、督导、协调保医工作。

各区还建立了医疗保障重点人群底

册，做到人数清、人头清、所在位置清、就医
流程清，定期开展摸排工作，及时纳入新发
现的重点人群，做好信息常态化更新。
我市聚焦血液透析、孕产妇、严重精

神病障碍、肿瘤等重点人群梳理底册，逐
一进行电话回访，确保不漏一人。同时，
明确了重点人群就医流程。各区明确辖
区中高风险地区血液透析定点医院，掌
握透析人员底册，做好分类分时段错峰
透析计划，并备足接驳车辆，按照与医疗
机构确定的时间转运透析人员。可择期
放化疗的患者，解除封控后就医。无法
择期的患者，确定就医时间，为中高风险
地区患者分类分时段错峰放化疗。对中
高风险区域内的孕妇，特别是孕36周以
上孕妇及高危孕妇加强随访，根据实际
需求，由辖区内定点助产机构提供产检
及分娩服务，保障孕产妇就医需求。

疫情常态化防控过程中，我市积极畅
通急危重症绿色通道，坚持急危重症患者
救治生命安全底线，管控社区患者遇有急
危重症情况时，可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按照就近就急原则转运至相关接诊机构，
确保不因管控区域、核酸检测、健康码赋
码异常、隔离挡板等情况推诿拖延。

急危重症患者及时救治 群众用药需求坚决保障

多举措保障封管控区群众就医用药

疫情快报

红外相机首次记录七里海麋鹿“夜生活”

▲红外相机捕捉到麋鹿夜间影像。
�当日中午，一公一母一小3只麋鹿

在湿地湖泊。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通讯员 韩宝亮 摄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张磊）记者
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京滨城际北辰至
滨海新区段、津潍高铁天津段昨天开工建
设。两条高速铁路同时开工在我市尚属首
次，天津在全国高铁网中的枢纽地位将进
一步提升。

京滨城际北辰至滨海新区段正线全
长40.41公里，设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2
座车站，其中滨海西站为改扩建车站，天
津机场站为新建车站，建成后线路将与
航空、地铁、公共汽车、出租汽车等多种
交通方式统筹联动，形成天津滨海机场
T3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并打通津城、
滨城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北京站的直
接联系通道。

昨天上午当记者来到滨海西站时，随
着大型作业设备陆续进场，施工已然有序
展开。“咱们现在是在滨海西站南侧，身后
正在进行路基土方工程的清表整理作

业。”指着身后忙碌着的挖掘机和铲车，中
铁六局集团京滨城际六标段技术负责人
王曦告诉记者，该标段负责全长14.597公
里的滨海特大桥和大约2.7公里的软土路
基。滨海特大桥可以说是整个项目的难
点之一，因为它上跨了长深高速、蓟港铁
路等多条既有高速公路、铁路和河道。“目

前，我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划，下一步就要进
行滨海特大桥的钻孔桩施工。预计2023年
底能够完成全桥混凝土工程的60%左右。”
王曦说。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京滨城际北辰
至滨海新区段引入天津机场站，下穿天津机
场区域还将采用直径13.8米超大直径泥水盾

构施工长距离盾构隧道，这也是京津冀区域
最大的铁路盾构法隧道。

此外，昨天同期开工建设的还有起自
天津滨海站、终到济青高铁潍坊北站的津
潍高铁。津潍高铁新建正线线路长度
348.257公里，天津市境内60.152公里，途经
天津市滨海新区、河北省沧州和山东省东
营、潍坊等地。
“津潍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京沪辅助

通道和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使高铁
网络更加完善，将从滨海站建设一条联络线
连接滨海西站，如此滨海西站就成为了京滨
城际和津潍高铁的交会点，从而实现两条铁
路的互联互通。这样，不仅打通了天津到山
东等地的又一通道，从滨海站也将有两个方
向可以进京，一条是通过既有京津城际及其
延伸线到达北京南站，一条是从滨海站经联
络线到滨海西站，通过京滨城际到达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市交通运输委铁路建设处处长
尹相君介绍。

市交通运输委副主任刘道刚表示：“目
前，天津市域内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368公
里，路网密度全国第一。此次两条高铁开工
建设，将通过交通与产业的融合助力沿线经
济发展。随后，我们也将持续打造京津雄30
分钟城际通勤圈、京津冀主要城市1小时高
铁交通圈，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交通出行便
利化水平，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滨城际北辰至滨海新区段 津潍高铁天津段

两条高铁同日在津开工建设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河西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又传
喜讯，作为“一库一网一平台”中的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
日前获得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专利，标志
着河西区居家养老服务在“互联网+”智慧养老的进程中迈
上了新台阶。

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的设立，为有效推进“互联网+”
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动态数据的基础保障，养老服务数
字化的运用将运营商业模式和适老化民生场景紧密结合，借
助这一智慧化平台，有效实现养老服务场景和养老运营主体
全时联通，接到预警实时处理。此外，依托居家养老服务热线
和“一键通”应急呼叫网络，实现全区养老服务事项的统一调
度、统一监管，在进一步完善居家养老“助急”方面，通过智慧
化手段完善信息对接、政策咨询、紧急救援的综合管理和服
务，切实构筑起老年人原居安养“安全网”。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3家企业，同一时间注册开业，同
一作案手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存续4个月后同时失联，
开票合计金额达1200余万元。日前，这3家高度相似的“三
胞胎”企业被天津市税务局第四稽查局录入重大涉税违法
失信案件“黑名单”，并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向社会曝
光。等待企业及法定代表人的，将是银行、海关等34个部门
的联合惩戒。
第四稽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暴力虚开

发票案”。“暴力虚开”是指涉税违法犯罪分子注册空壳企业，
在不编造任何经营行为的情况下，简单粗暴地以各类经营名
目对外虚开发票。短短4个月时间，这3家企业没有任何实际
生产经营活动，却通过同一购票人多次集中领购大额发票，以
销售钢铁名目对外虚开发票，金额巨大，作案后迅速人间蒸
发。“走逃失联是不法分子逃避税务部门打击的惯用手法。随
着税收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以及税收精准监管新体系的不断
夯实，跨部门间协同治税和联合惩戒，让涉税不法分子无处藏
匿。”第四稽查局相关负责人解释，不管是为自己或他人开具、
让他人为自己开具，还是介绍他人开具，只要是开具与实际经
营内容不符的发票，都属于虚开发票违法行为。虚开增值税
普通发票100份以上或者金额400万元以上的将被列入“黑名
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没有份数和金额限制，一旦发生
该行为，即被列入“黑名单”。

税务部门提醒广大纳税人缴费人，一定要依法诚信经
营。企业一旦上了“黑名单”，纳税信用等级降低，领受发票受
限，在银行贷款、招投标等方面也会受阻，企业法定代表人会
面临限制出境、限高、限飞等惩戒，涉嫌犯罪将面临刑事处罚。

本报讯（记者 姜凝）天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志教授团
队近日提出超强人造蚕丝制备新方法，第一次将廉价的普通
蚕丝转换成具有超高强度的人造蚕丝。这项成果给生产高性
能人造丝开辟了一种便捷高效的途径，为大规模生产具有高
性能的蚕丝纺织品材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据介绍，研究团队使用了十二烷基硫酸钠和碳酸钠辅助
溶解蚕丝外部粘层的方法，该方法的蚕茧脱胶率约为28%，得
到的再生丝素蛋白分子量仍较大，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其机械
性能。人工纺丝时，研究人员将浓缩的再生丝素蛋白通过微
管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挤出的蛋白在含有锌离子和铁离子的
溶液中迅速凝固形成细长的纤维，再经过适当的后处理，得到
的纤维直径与蜘蛛牵引丝类似，但强度和硬度都显著优于天
然牵引丝。这种人工蚕丝纤维的拉伸强度比天然蛛丝的平均
强度高70%以上，远远高于所有已知的天然微丝，成为一种前
景广阔的超强人造蚕丝。

天大团队研发超强人造蚕丝
拉伸强度比天然蛛丝高70%以上

虚开发票后“人间蒸发”

“三胞胎”企业进“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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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出口土耳其

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机在津下线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11月4日，由中铁装备集团研制的“中
铁1079号”土压平衡盾构机在集团天津公司顺利下线，将应用于
土耳其迪亚巴克尔省的锡尔万排水隧道项目。该设备开挖直径
达11.16米，是我国出口土耳其直径最大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土耳其锡尔万排水隧道项目隧道全长13.23公里，最大埋
深400米，瓦斯浓度极高。掘进过程中有一处断层，存在塌陷
风险，地层条件较为苛刻。为了适应该项目的特点，中铁装备
从耐火材料选择、关键部件防爆等方面量身定制整机方案，保
证了设备在长距离、大埋深、高瓦斯地层的安全掘进。

图为：中铁装备工程师与土耳其客户进行在线验收。

通讯员 张紫毓 摄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由市规划和
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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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设的红外相机，首次以清晰完整的画面
捕捉拍摄到了麋鹿在夜晚活动的影像。

今年10月中旬，研究团队在七里海
湿地核心区麋鹿活动频繁的一处小岛上
架设了首批红外相机。此后，研究人员每
周前去提取相机数据，但前两周并未拍摄
到麋鹿画面。“麋鹿生性敏感，对野外活动

环境的警戒性很高，哪怕是架设红外相机
时残留的人类气息都可能引发麋鹿警
觉。”研究团队负责人赵大鹏教授表示，研
究人员第一次上岛提取相机数据时没有
发现麋鹿活动的迹象；第二次在小岛边缘
发现了麋鹿留下的痕迹和陈旧粪便；第三
次再登岛时，岛上出现新鲜粪便，就在近
旁的红外相机发现了影像资料。
从红外相机记录的画面中可以清晰看

到，凌晨时分3只雌性麋鹿在相机附近活

动、进食。赵大鹏初步分析，麋鹿有同性聚群
的现象，尤其是在繁殖季节，经常会出现同性
个体成群在一起觅食、休息和活动。“以往对
麋鹿种群的监测大都集中在白天，但麋鹿的
习性是晨昏活动频繁，因此监测记录麋鹿的
‘夜生活’对于深入了解麋鹿种群特性、开展
科学研究、加强监测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赵大鹏说，“最近，我们又在另一处麋鹿
活动频繁区域架设了第二批红外相机。冬至
前后，麋鹿将进入脱角期。希望通过红外相

机进一步监测麋鹿的脱角生茸过程、分群合
群动态、年龄性别组成、亲代子代交流等，从
而对其栖息地加强精准保护，促进种群数量
不断扩大。”
接下来，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支持下，

研究团队将逐步扩大监测覆盖范围，进一步
升级红外相机设备，加装太阳能电池板和
SIM卡，推进影像资料的实时传输，第一时间
掌握监测动态，从时间到空间全面推进麋鹿
综合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