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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外防输入战疫

“电梯按钮、门把手、垃圾堆积点都是

重点部位，大家仔细点，一定要消毒到位。”

日前，天津口岸卫生科技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受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委托，为新区14

个集中医学观察点进行预防性消毒，队员

在新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按照

消毒方案，对留观区房间、楼道、卫生间等

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消毒处理，为新区企事

业单位复工复产保驾护航。作为全国文明

单位，天津口岸卫生科技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多次承接重点

消杀工作，针对不同任务调集各部门青年

骨干，组成了一支支勇于担当作为、冲锋在

前的队伍，为市民筑起守护屏障。

周密消杀 护航复工复产

医学观察点消毒工作自2月末启动，

消毒小组全体队员严格按照防护穿戴流

程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后，对门把手、水龙

头等处均仔细消毒，做到细节全覆盖。为

防止护目镜上出现雾气，队员根据经验用

胶带将口罩紧紧贴在脸上，减少呼吸对护

目镜产生的雾气，提升了护目镜的可视度，

也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操作准确度。在对室

内进行消毒后，消毒小组还逐层清理了观

察点产生的生活垃圾，对污水也进行消

毒。队员对酒店化粪池的消毒液桶添加消

毒液，并时刻监测液面变化，随时调整流

速，以确保各类废水达到排放标准。

据了解，滨海新区启用五个医学观察

点，消毒小组负责所有隔离点的楼道空

间、生活垃圾、医疗垃圾，以及化粪池污水

的消毒工作。每个医学观察点每天需要

上、下午消毒两次，全体队员放弃周末休

息时间坚持服务在第一线。截止到3月

中旬，累计消毒约12.6万平方米，清运垃

圾270余袋，化粪池添加消毒液12.5吨。

组建突击队 布防“海陆空”

天津口岸卫生科技开发服务有限公

司根据一线需求组建疫情防控青年突击

队，依据青年人员所属部门、业务资质、工

作经验，将突击队划分为三个部分：海之

分队、陆之分队、空之分队，分别负责船舶

及港口、社区及公共环境、航空器及机场

的消毒工作。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

属“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的消毒工作。

由于“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上有湖

北籍乘客一百余人，且其中部分乘客有发

热症状，需要全面实施消毒处理。接到通

知后，海之分队全体队员迅速集结，在了

解分析现场情况后形成方案对策，严格按

照消毒作业相关指导规范检查器械、配置

药剂、穿戴防护用品，在对船上乘客实行

锚地检疫后，即刻登船对廊桥、通道、船舱

等公共区域实施了消毒作业，整个任务持

续到半夜十二点。在邮轮中33名旅客滞

留天津隔离后，应新区卫生健康委号召，

陆之分队对天津市鲤鱼门酒店进行消毒

作业，对其中口岸染疫嫌疑人长时间逗留

的房间、使用过的卫生间、呕吐物或排泄

物污染的环境等重点实施了终末消毒，为

市民健康提供保障。 记者 范炳菲

全国文明单位筑屏障守护市民健康

自3月23日零时（北京时间）开始，所

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

须从天津、石家庄、太原、沈阳、西安等12

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为了做好口

岸疫情防控工作，天津机场边检站迅速制

定周密方案，调整警力部署，守好入境第

一道防线。

3 月 23 日，单日 5 列航班、近两千名

旅客、两个小时左右的衔接密度，对天津

机场边检站、机场公司和海关等相关保障

部门而言，都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大考”。

为此，天津机场边检站制定了新的工作方

案，增派工作人员，针对远机位“密切接触

者”设置专门检查场地，办理入境手续，在

确保防疫管控到位的同时，既要方便旅客

快速通关，又要保证旅客通关安全。当航

班降落，早已等候在飞机舱门下客处的工

作人员身穿防护服，与登机负责健康检查

的海关工作人员实时对接。一旦发现身体

状况异常入境人员，第一时间采取针对性

入境边防检查措施，现场对发热、疑似和需

隔离人员进行人证对照、收取护照和行程

信息登记。经排查，5驾飞机共发现26名

发热和有呼吸道症状人员，经由专用通道

转至“隔离区”后转送至市定点医院进行进

一步医学排查。3月24日，市疾控中心通

报的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其中有2人

为3月23日由滨海国际机场入境。

“为保证疫情防控安全，我们与海关

紧密配合，采取旅客分批次候检通关，避

免旅客密集集中。而且，开启全部验放通

道，最大限度提高旅客入境边防检查手续

办理效率。”天津机场边检站站长刘清涛

告诉记者，在接到3月21日莫斯科飞往北

京 CA910 航班的首次入境保障任务时，

天津机场边检站就连夜调整了工作机制，

细化流程，全力筑牢入境口岸第一道防

线。为全面准确掌握入境人员基本情况，

强化入境后的疫情防控管理，天津机场边

检站还设计印制了《中国旅客入境信息登

记卡》和《外国人入境卡填写提示》，并安

排专人检查指导旅客填写申报。成立数

据核查专班，在航班抵达前，根据航空公

司预报的值机信息和登机名单，对全部入

境人员进行大数据分析排查，及时推送有

关联防联控部门，为天津市全面严防严控

提供信息支持。

截至3月24日，天津机场边检站已经

完成12架次入境航班近3800名人员入境

通关查验。

天津机场守好入境第一道防线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工作人员在办理旅客入境边检手续工作人员在办理旅客入境边检手续 通讯员通讯员 冯树宝冯树宝 摄摄

时报讯（记者 战旗 路熙娜）3月24日，滨

海新区中小企业协会向滨海新区教体局捐赠

一批一次性医用口罩，助力教育战线众志成

城，共筑教师和校园安全网。区政协副主席、

区工商联主席、区医保局局长姜立超出席捐赠

仪式。区教体局、区工商联、新区中小企业协

会相关负责人，联博化工、中创凯立达等企业

代表参加。

姜立超表示，新区中小企业协会迅速行

动，投入到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中，全力

为抗击疫情捐资、捐物，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民营企业家的担当精神。

捐赠仪式上，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对新区

工商联及中小企业协会爱心捐赠企业表示感

谢。该负责人表示，区教体局将坚决贯彻执行

市、区防疫工作安排部署，响应党员干部深入

社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引导广大师生

家长科学防范疫情。

现场相关部门还对接了口罩生产厂家，全

力支持新区教育领域疫情防控。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滨海新区外

贸稳定发展系列政策措施宣讲会商务税务专

场活动在腾讯会议里如火如荼上演。市商务

局、市贸促会、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等

政府及机构相关人士当起了“网络主播”，在线

解读外贸企业稳发展扶持政策、不可抗力事实

性证明申办指南、税收优惠政策等一系列惠企

举措。120 余家新区进出口外贸企业代表上

线参与。

为把本市出台的应对疫情影响促进外贸

稳增长措施精准宣讲到位，新区商务部门把外

贸宣讲搬到了“线上”，往日的“面对面”换成

了“屏对屏”，有针对性地解答企业疑问，确保

各项优惠政策落地见效。此次外贸稳定发展

系列政策系列宣讲会重点包含金融、商务税

务、海关口岸三场，充分满足当前新区外贸企

业的实际需求。

“这场政策宣讲会来得太及时了，我们详

细地了解到了各项支持政策如何操作，清楚地

了解到如何正确使用不可抗力证明维护合法

权益，让我们企业吃了一颗定心丸。”听完专家

的解答，一家进出口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目前新区外贸百强企业100%复

工，外贸总体运行平稳。

助力外贸企业复工

新区暖企直播宣讲会“上线”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25日从生态城

建设局了解到，在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和质量安

全监管的基础上，生态城有序推动区域内各项

工程开复工，目前已有基础设施、住宅、产业和

民生类开复工项目111个，其中新区重点建设

项目复工71个，重点建设项目复工率88%。

“生态城从2月初就开始主动为项目建设

单位提供开复工咨询服务，提前对接需求，协

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类问题。”生态城建设局

建设科相关负责人介绍，生态城积极对接企

业，对项目的开复工情况进行了摸排，结合生

态城实际情况，编制了《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

工程施工阶段新冠肺炎防治管理办法》，明确

了开复工审批管理、复工前各项准备、复工后

疫情防控措施等内容，为项目提供了清晰可操

作的开复工“路线图”。

在生态城的推动下，目前，生态城区域内累

计开复工建设项目已达111个，其中71个是新

区重点开复工建设项目。该负责人介绍，根据

计划，生态城共有80个新区重点建设项目，目前

开复工率为88%，预计到本月底，区域内新区重

点建设项目开复工比例将达到100%。

生态城111个建设项目开复工
区域内新区重点建设项目复工率达88%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连日来，

为严把口岸疫情输入关口，北疆海事

局持续做好辖区国际航行船舶的船员

换班工作。据悉，自加强疫情高风险

地区入境货轮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该局受理北疆辖区国际航行船舶

进出口岸手续415艘次，其中日、韩港

口往来班轮比例较高。

北疆海事局切实做好船员更换及

信息跟踪，强化24小时应急值班管理，

督促航运公司发挥船舶疫情防控主体

责任，强化国际航行船舶通关后接续管

控，严格做到信息摸排到位、动态监控

到位、政策宣传到位、机制落实到位。

新区中小企业协会向区教体局捐赠口罩

全力支持教育领域疫情防控

北疆海事局持续做好
国际航行船舶船员换班

（上接第一版）锻炼者不能同时使用同一器材

进行健身；锻炼者吐出的痰等分泌物必须用纸

巾包裹，及时放至指定的垃圾桶。

各体育场开放项目以个人健身类活动项

目为主，不开展人员聚集度高、身体密切接触、

对抗性强的体育项目。

全面做好场地器材管控和消毒
各体育场组织开展开放服务工作专项培

训，做好职工健康管理，全面做好场地器材的

管控和消毒工作，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开

放前，对场地卫生进行清整，对场地内的器材

设施进行全面的消杀；开放后每天定时消杀，

重点做好锻炼者手部接触器材部位、门把手、

垃圾箱和卫生间的定时消毒，同时根据场地开

放和器材使用频率等情况，适当增加消杀次

数，并做好消杀记录。

各体育场在开放过程中，如遇体温超过

37.3℃的锻炼群众，将拒绝其进入体育场并报

告所属社区。如发现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将立

即向有关部门报告，配合疾控部门开展人员隔

离、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追踪和消毒等

工作，并暂时关闭体育场。

滨海新区公共体育场3月28日正式开放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从滨海

科技馆了解到，为向奋战一线的医务

工作者表达最崇高的敬意，滨海科技

馆开展“致敬医务工作者专属优惠”活

动，全国医务工作者2020年内可以免

费畅游滨海科技馆。

据了解，全国（含港澳台地区）医

务工作者凭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执业证

件（本人医生执业证或本人护士执业

证）可无限次免门票入馆参观。活动

时间为自滨海科技馆恢复开放之日起

至2020年12月31日。其间，医务工

作者可凭相关证件前往“票务中心”兑

换参观票，直接通过展厅入口快速入

馆参观。

全国医务工作者年内
免费畅游滨海科技馆

新区加强集中隔离点管理

（上接第一版）“各集中隔离点严格

按照工作规范要求，实施单间隔离、消毒

与个人防护、隔离人员管理和医学观察

工作，防止出现隔离点人员交叉感染和

疫情传播。对隔离人员，我们也本着‘友

谊、友好、友善’的原则，周到细致地做好

隔离政策宣讲和生活服务保障，及时了

解并协调解决可能遇到的困难，在服务

中体现关怀关爱。”该负责人说。

比如医务人员负责做好与接驳转运

人员的对接；对隔离人员进行每日 2 次

体温检测和健康状况询问；保障隔离人

员就医需求；对不适宜集中医学观察隔

离人员进行评估和报告；发放《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告知书》；做好隔离人员信息采

集、汇总和上报；对可疑症状人员联系

120转运就诊并跟踪管理；对入境来津短

期商务人员进行采样；开展隔离人员提

醒劝诫、健康告知和自我管理、日常消

毒、个人防护等防控指导；收集处置口

罩、防护服等医疗垃圾，协助做好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工作；开展隔离人员心理疏

导等工作。酒店工作人员则负责帮助隔

离人员办理入住手续；在隔离点入口对

进出人员进行登记；为隔离房间发放洗

漱用品、清洁用具等物品；为隔离人员送

餐，并为他们做好生活垃圾收集清理

等。“我们还配备了心理疏导人员，在需

要的时候负责对隔离人员开展远程心理

测量评估；开展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心

理健康教育和个体心理辅导；开展心理

疏导和紧急心理危机干预；提供24小时

心理援助热线服务等工作。”这位负责人

介绍，为了保证与涉外人员的沟通协调，

滨海新区还组织选派语言翻译人员参与

入境外籍人员管理等工作。

设立集中隔离点
不会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设立集中隔离点是否会对周边居民

造成影响？该负责人介绍道，不会对周

边居民造成影响。在转运环节，集中隔

离人员均由专用车辆转送至集中隔离

点，如果在隔离过程中，被确定为确诊

病例或疑似病例的密接者，或者出现症

状，将采用负压车辆转运至指定地点进

行下一步处置。为了确保集中隔离点

的安全，疾控人员将负责隔离点终末消

毒。隔离点驻点工作人员实行 24 小时

值守。

自天津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一级响应以来，滨海新区入境人员近

3000 人，目前近 800 人通过居家隔离或

集中隔离的方式进行隔离，其中有 400

余人正接受集中隔离。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以下

简称“空港医院”）按照“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整体要求，24小时内完成发热门诊和

隔离病房的改建工作，第一时间组建了医

疗救援队，并做好其他准备工作。

制定转运、诊断、救治医疗流程

医院对现有住院病人情况进行了梳

理，按照集中治疗的原则，目前在院6名

住院病人均得到了妥善安排，为下一步收

治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腾空了病房。按照

战时要求，医院对住院部病区实施网格化

管理，进行了“红、黄、绿、白”四个区域的

划分，完善标识指引，对住院部各楼层、发

热门诊部分区域安装了隔断，病房安装了

传递窗等设备，方便病人转运，提高工作

效率。同时，医院建立由265名医疗、护

理、临床医技科室人员组成的战斗先锋队

5支，24小时全天候投入战斗。

空港医院积极与天津机场、市指挥

部、市疾控中心积极沟通，按照工作要求，

制定了医院病人转运、诊断、救治的医疗

流程，制作工作筛查手册和疫情防控口袋

书，为病人转运与救治打通了最后一公

里，实现流程环节对接零缝隙。

全面提升防控能力

空港医院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保证应急值守人员到位、联络畅通、反

应及时。组织专家对该院疫情防范形势

进行分析与风险评估，提出防控措施和对

策建议。严格落实疫情“日报告”和“零报

告”制度，并建立了由医务部主导的回顾

性病例分析例会，每日上午组织相关专家

对前一日医院疑似病例进行分析和追踪，

避免遗漏和病情扩散。

已完成定点医院改造

天津港保税区积极组织做好空港医

院作为入境定点医院有关工作，做好医护

人员住宿保障，城环部门在清扫医院垃圾

时也将做好防护。截至3月25日，空港医

院已完成定点改造工作，腾空了现有病

床，同时急诊暂停、保留门诊，实现了病区

隔离、发热门诊改造、院内感染控制、后勤

保障等具体工作，具备了收治入境航班的

新冠肺炎可疑症状人员的能力。昨日下

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到空港医院检查，

重点检查了核酸检测实验室和发热隔离

病房的建设情况，对空港医院的建设情况

表示认可。

发热门诊抓细节严防控

医院将发热门诊从独立的发热门诊

区域搬至急诊位置，实行快速就医、快速

诊断，避免患者的聚集，做好就诊人员的

及时分流和快速转运。并建立登记、挂

号、就诊、检查、缴费一站式便捷服务，节

约患者等候和滞留时间。设置行李暂存

处，将来院患者行李进行统一管理，发放

行李牌。同时，在多轮的各级培训下，每

一名护理人员都通过了防护考核。

隔离患者享多种服务

护理部主动了解病人需求，及时做好

服务，对隔离患者做好心理疏导。根据隔

离人群特点，针对不同需求，制定相应的

流程，做到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满足隔离

患者的需求。隔离患者大多关心自己的

行李，为此护理部积极联系机场相关人

员，提供行李查询电话，联系物业部门，开

通代取行李服务。有的隔离患者使用的是

国外的手机信号网，不能在国内使用，医院

帮助患者办理中国手机卡，实现扫码等一

系列服务。后勤保障部定制了个性化的营

养套餐，可供隔离患者任意选择，满足不同

患者的需求。患者所需的生活用品实行打

包扫码付费，由物业人员进行集中配送。

利用温馨提示、三折页等不同形式对患者

进行健康宣教，多方面进行心理疏导，避免

患者产生紧张情绪。开展代收快递、代送

家属物品、代订送餐等服务，保证了护理

工作的有序进行。制定了九问中英文对

照表及常用医疗用语指引双语版，便于外

籍就医患者的沟通。此外为患者提供舒

适的休息环境，提供病号服，卫生间设立

速消手装置，准备卫生纸。在隔离病房内

安装自助缴费机，并制定了使用流程图张

贴，缴费时护士指导患者使用。

记者 战旗

医大空港医院做好入境疑似患者收治防护■ 完成定点改造，具备收治入境航
班新冠肺炎可疑症状人员的能力

■ 发热门诊实行快速就医、快速
诊断
■ 帮助患者办理中国手机卡，定制
个性化营养套餐，开展代取行李快
递、代送家属物品、代订送餐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