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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开幕首日 汇聚新产品新科技新体验

“津”彩纷呈 990台展车“盛装”亮相

吸入用新冠疫苗迎来首批接种者

深吸一口气 疫苗接种完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时隔一年，天
津再次迎来国际顶级车展。昨天，2022中
国（天津）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开幕，众多
新产品、新科技、新体验场景汇聚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展览面积达到20万平方
米，共展出展车990台，其中新能源车260
台，为汽车爱好者呈上“饕餮盛宴”。

新产品

大牌车商开启“首秀”

本届车展开幕首日举办了近30场新
车发布、媒体见面等活动，许多参展商
将这里作为新产品的“首秀”场所，推出
各类首发新车。

昨天上午，一汽丰田的首款纯电中型
SUV bZ4X在S106展台亮相，正式宣告上
市。新车共发布5款车型，售价为19.98万
元至28.48万元，近期就将在天津区域各
经销门店销售。bZ4X是一汽丰田位于中
新天津生态城的新能源工厂投产后，下线
的第一款车型。据了解，这款车具备超长
轴距、超大后排空间、智能语音交互系统、
人脸识别等配置，搭载的高效太阳能充电

穹顶每年可为车辆增加约1750公里的续航
里程。此次发布会上，与bZ4X一同登台的
还有中型轿车bZ3，这也是该款车在国内车
展的首次亮相。

此外，合创汽车携全新车型纯电智能
潮跑——合创A06参展，品牌方宣布该车
将于年内上市和交付；长安马自达展出了
全系特色精品汽车阵容，为天津地区消费
者带来品牌整合后的全新观展、购车体
验；比亚迪带来搭载最新e平台3.0和CTB
技术的海豹、四驱混动版唐DM-p……各
大参展品牌纷纷“盛装”亮相，展车的靓丽
造型和十足科技感为展馆增色不少。

新展商

参加天津车展是必然之选

走入第二年的中国天津国际车展魅力
不减，吸引了许多新展商加盟。在腾势销售
事业部北部战区总监刘小东看来，腾势汽车
今年首次亮相天津车展是必然之选：“天津
是北方汽车保有量比较大的城市，新能源车
的渗透率也很高，同时还是重要的国际贸易
港口，是汽车品牌走向世界的重要阵地。这

次天津车展是今年北方规模最大、品牌最多
的展览，腾势作为一个焕新品牌，想借助这
个平台展示给更多的客户。”

在本届车展中，腾势汽车带来了旗下
的“明星产品”——首款高端新能源MPV以
及将于明年上市的中型SUV概念车，其中，
新能源MPV腾势D9已于10月25日陆续开启
全国交付。

今年车展的“新朋友”还有NIUTRON汽
车，这个年轻的品牌于去年问世，在本届车展
的展台上，两台增程版和纯电标准续航版大型
SUV吸引了不少参观者前来观看、咨询。“这
两台车可以满足人们日常代步和城际长途出
行的需求，现在已经开始接受预订，我们想通
过这次车展推广给更多的群体。”展台工作人
员张先生对此次展会充满期待。

新体验

展示互动一站式“打卡”

停好车，只要等待一首歌的时间，车辆
就能自动换好电池，“满格”出发——第二次
参展的蔚来此次不仅展示了旗下在售的全
系主力车型，更把换电站“搬”到了现场。记

者在现场看到，利用透明展台设计，换电站
原本封闭式的底部结构一览无遗，观众可以
更加直观地看到汽车换电的整个过程。

蔚来天津区域总经理顾月介绍，从去
年的经验来看，车展对汽车销量的促进作
用十分明显，该公司的展台面积从去年的
500平方米增加到今年的900平方米，展车
数量基本上翻了一倍。

今年8月底，我市开启的汽车补贴发放
活动对汽车销售市场有明显的带动，本届
车展中，许多企业延续热度，带来多重购车
“好礼”。顾月告诉记者：“为了让消费者能
及时享受到车辆购置税优惠等政策，我们
在这次车展准备了大量现车，还推出‘零首
付’低息金融政策和油车置换补贴政策，从
订车到提车，整个过程都有丰富的礼品，所
以，车展期间是消费者购车的好时机。”

本届车展，许多品牌围绕自身特色打
造了专属的沉浸体验区，并设置了具有趣
味性的交互活动。今起至11月15日为公众
参观日，有意观展的市民可在车展官网、微
信公众号以及大麦网等平台购票，亲临现
场一饱眼福。

“双11”买买买

当心骗子设陷阱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2年11月10日，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
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658件，其中：滨海新区
2682件，和平区430件，河东区848件，河西区
837件，南开区963件，河北区663件，红桥区
349件，东丽区753件，西青区890件，津南区
944件，北辰区1056件，武清区878件，宝坻区
953件，宁河区642件，静海区982件，蓟州区
733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
城市管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
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
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
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
网、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昨日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在全市正
式启动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载体）加强免疫接
种工作，全市16个区指定接种地点迎来首批有加强免疫需要的
市民。接种者表示，吸入用新冠疫苗的接种过程既便捷又新鲜，
比打针更轻松。

昨天10时，记者来到指定接种点之一的河西区挂甲寺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负责人介绍，前面已经有2位市
民完成了吸入用新冠疫苗接种，还有不少人一早打来电话预约。

没过多久，市民赵女士来到接种门诊。完成接种登记后，她
走进吸入用新冠疫苗接种诊室。正式接种前，护士用注射器雾
化推进枪抽取疫苗，然后放置在专用的雾化给药装置上，并将雾
化杯放好。按下雾化按钮后，疫苗很快雾化到杯中。准备就绪
后，护士耐心指导赵女士：“按照刚才练习的样子，先深呼一口
气，再口含雾化杯吸嘴深吸一口气，15秒内吸到杯中没有雾，然
后憋气至少5秒，接种就完成了。”

赵女士按照护士的要求规范完成了疫苗吸入，整个接种过
程不到一分钟。现场留观期间，她表示：“这个新疫苗就是深吸
一口气，跟平时深呼吸没有太大区别，更轻松了。”

中国国际肉类大会在沪举行

天津将打造国际肉类商贸中心

本报上海专电（记者 马晓冬）日前，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肉类
大会在进博会上举行。记者从活动协办单位之一天津市商务局
了解到，作为全国肉类进口的重要口岸，天津正在打造国际肉类
商贸中心。今年前三季度，天津口岸共进口肉类505亿元，同比
增长26.4%，占同期全国肉类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居各大口岸
首位。其中，进口牛肉产品350亿元，同比增长95.4%。

今年，我市出台了《天津市建设区域商贸中心城市行动方
案》，其中明确提出优化冷链商品集散网络。天津口岸创新实行
进口冻品监管“智能分流”模式，实时灵活调控进口冻品监管线
路，保障货物通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持续提升
海运进口主通道通关效率，推动增开南美地区远洋航线、东北亚
地区空运航线及中欧班列，加快形成肉类进口海空铁立体新通
道。同时，加快冻品精深加工产业园区建设，大力发展冻品加工
产业，促进加工业集群化、一体化发展，形成口岸进口冻品初加
工、腹地进口冻品精深加工联动发展格局。

雾霾今日持续 降雨大风紧随

周末部分地区最低气温或低于0℃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在雾霾天气控制下，津城天气连日阴
沉。今天，我市还将延续这样的天气格局，并迎来一次大范围降
水天气过程。随后，受较强冷空气影响，大风降温将在周末来
临，我市部分地区最低气温或将降至0℃以下。

昨天，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并发布大雾黄色
预警信号。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到今天白天，我市仍有
中到重度霾，夜间到早晨有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大雾，局地可能
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浓雾。今天下午开始到夜间，我市将迎
来一次大范围的稳定性降水，预计此次降水量将达8毫米到20毫
米的小到中雨量级，我市局地特别是北部的宝坻区和蓟州区，总
体过程雨量将达到大雨量级。12日早晨，降雨趋于结束，大风天
气将再次主导津城。大风最主要的影响时段是在12日上午到午
后，届时，陆地将刮起5到6级北风，阵风可达7到8级，傍晚风力逐
渐减小，夜间风力降至3到4级。

在此次较强冷空气作用下，津城气温降幅将达6℃到8℃，局
地气温降幅或将达到10℃，部分地区将出现寒潮天气。12日白
天，最高气温将降至13℃，夜间最低气温低至2℃到4℃，其中，市
区预计为3℃到4℃，静海、武清、宁河、滨海新区等地最低气温将
降至1℃到2℃，北部地区最低气温将低至-1℃左右。

疫情快报

11月9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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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0时至
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39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
染者，其中，2例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轻型），37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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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福建省福州市闽侯
县，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恩阳区，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安徽省
淮北市濉溪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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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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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高风险区）旅居史的人员，实施居家
隔离医学观察（含同住人员）至离开重点疫情地区满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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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陈璠 通讯员 陈思）昨
日，中央储备粮天津保税区直属库有限公
司举办以“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为主
题的第五届公众开放日活动，将保管员日
常工作场景呈现，通过展示硬核科技实
力，彰显“大国粮仓”的责任担当，进一步
增强公众对中储粮“保障粮油供给，端牢
中国饭碗”的信心。

在中央储备粮天津保税区直属库，一片
高约30米的白色油罐依次耸立。“我和师父
每周至少挨个爬一次。”保管员崔健和师父
葛尧顺着外旋盘梯，麻利地爬上罐顶，对消
防设施点和管线阀门认真巡查。“在油脂静
态储存期间，主要是防止管道阀门跑冒滴
漏，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崔健说着，将检
查情况规范地写在油情检查记录簿上。

为保障储备油的质量和安全，在油泵
房控制室，用鼠标点击每个油罐的标号，
储油高度、油温变化等基本情况显示在电
脑屏幕上，一目了然。“油罐全部配备雷达
液位计检测和油温检测系统进行实时检
测，并自动储存数据。”仓储管理科负责人
刘欢介绍，保管员每周还会上罐打尺测
温，与电脑检测数据进行比对，确保准确
无误，给储油质量、数量上了人工和科技
“双保险”。

油罐的入库样品分样送检是质量保
障的第一道关。在化验室，一瓶浅黄色油

脂罐上贴着一张标签。“这是大豆油，原料
大豆产地、加工时间等信息，通过标签可
溯源。”检验员杨晓军介绍，一份样品从取
样到检测完成，至少需要三四个小时，检
验员需要全天候作业，“只有一丝不苟把
好关，才能确保食品安全和民众健康。”

“守好‘大国粮仓’，才能端牢中国饭碗。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增强‘宁
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信心和决心，继续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天津保税区直属
库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贾佳表示。

中储粮天津保税区直属库举办公众开放日活动

人工科技“双保险”守好“大国粮仓”
本报讯（记者 韩雯）又到一年一度的

“双11”购物节，我市公安机关发布反诈预
警，提醒广大市民在购物的同时，对电信
网络诈骗的防范意识不能丢。

虚假电商物流客服诈骗

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买家的购物信
息，然后冒充购物网站客服，以货品丢失、
产品质量问题等为由提出退款，诱导受害
人在虚假网页上填写银行卡号、验证码等
信息，然后将受害人银行卡内的钱转走。

警方提示：付款码、验证码、银行卡密
码绝不能随意在网络上填写。接到自称
客服的电话不要盲目轻信，一定要去官方
平台或联系卖家核实。

预售商品诈骗

骗子会在微信群、朋友圈或网购平台
发布“预购”“限时购”等信息吸引消费者，
然后要求添加好友私下转款，但往往只收
钱不发货。骗子还会发送带有链接的虚
假促销信息，该链接包含木马病毒，一旦
点击就有可能造成身份信息泄露等后果。

警方提示：收到优惠短信要去官网核
实，切勿随意点击不明链接。网购要选正
规交易平台，不要私下交易。另外，建议
安装国家反诈中心App。

本报讯（记者 张璐）第七届中国创新
挑战赛（天津）现场赛昨天举办。本届赛事
聚焦我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贯彻“企业出
题，能者破题”的揭榜机制，采用“揭榜比
拼、科研众包”的方式，深度挖掘企业技术
需求，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解决方案。赛
事挖掘企业创新需求113项，吸引了国内外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优势技术团队与企业
开展深度交流，征集技术解决方案93项。

现场赛比拼环节，针对天津新松机器
人自动化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瀚洋重工装备制造（天津）
有限公司等3家装备制造领域知名企业提
出的技术需求，来自天津大学、北京理工
大学等全国各地的9个揭榜团队进行激烈
角逐，通过现场交流、路演及答辩，完美呈
现了赛题解决方案。

天津新松机器人自动化有限公司是国
内最早从事机器人产业化的企业之一，公
司副总裁吕忠伟表示：“整机及核心部件的
可靠性设计、测试与评估已成为行业的痛
点，我们希望从事工业机器人研发的高水

平团队能够帮助企业解决难题。”
此次挑战赛为该公司破题的是河北工

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王嘉团队，王嘉告诉记
者：“我们团队在实验室模拟了新松机器人实
际应用场景中遇到的问题，设计了相应的解决
方案和设备。我们将把研发的技术应用到企
业当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市科技局科技成果处副处长梁传辉表
示，本届赛事共促成供需双方签订技术合同
11项，签订意向合作协议21项，预计技术合同
金额达2100万元。

第七届中国创新挑战赛（天津）现场赛举办 挖掘113项创新需求 征集93项解决方案

企业出题“悬赏”能者破题“揭榜”

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展“光盘行动”、文明餐桌、杜绝餐饮浪费等活动，倡导勤俭节约文明

新风。图为东丽区丰年村街道丽新里社区食堂推出“小份饭”和“半份菜”供餐服务，引导居

民适量点餐、自觉光盘。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翟鑫彬 摄

昨天，市民在挂甲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吸入用

新冠疫苗。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昨日，在2022中国（天

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上，990

台展车亮相，展示了现代汽车

工业的新科技、新成果。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地铁1号线启用“国展模式”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2022中国（天
津）国际汽车展览会举办期间，天津地铁1
号线启用“国展保障专用列车运行图”，采
用“刘园至双桥河”单一交路，工作日早晚
高峰时段李楼至东沽路区间平均间隔由
7.8分钟缩至4.3分钟，最小行车间隔3.5
分钟，平峰时段（9：00—10：00、15：00—
16：30）平均行车间隔缩至5分钟。

公交开通两条临时接驳线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公交
集团了解到，2022中国（天津）国际汽车展
览会举办期间，该集团开通两条临时接驳
线路A线和B线，A线为会展轮候区停车
场环线，途经会展轮候区停车场、天津大
道站（1号门）、会展轮候区停车场；B线为
国展大道停车场环线，途经国展大道停车
场、天津大道站（1号门）、国展大道停车
场。车辆运行时间为：11月11日至14日
8：00—18：00，11月15日8：00—1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