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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疆“不见面”审批
“疫”显身手

“保姆”服务战疫

扫码看视频

32位与病魔较量的“勇士”
——记泰达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

白衣执甲、逆行出征，去时无畏、归
来无恙。自1月26日起，泰达医院32名
医务人员，随天津市支援湖北医疗队赴
武汉执行医疗援助任务。66天里，他们
以赤子之心支援抗击新冠肺炎最前线，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大爱筑起了
抗击疫情的“长城”。 记者 路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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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共治
打好“碧水保卫战”

奔赴前线 诠释责任与担当

除夕夜，这个阖家团聚的日子，泰

达医院按照国家卫健委的紧急通知火

速集结医务人员，大家即刻响应，纷纷

踊跃报名参加支援湖北。医务人员没

有推脱和顾虑，有的只是心中坚定的信

念：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我父母全力支持，两个孩子已经

送往父母家，没有后顾之忧，请让我去

一线支援”“我虽在哺乳期，但强烈希望

去一线支援，随时可以断奶”……一句

句朴素的语言让“大事难事见担当，危

难时刻显本色”的精神熠熠发光。

疫情就是命令，年幼孩子不舍的

抽泣，年迈父母忧心的牵挂，都没有动

摇医务人员担起使命与职责的初心。

1 月 26 日，4 名医务人员随天津市支援

武汉第一批医疗队出发；1 月 28 日，24

名医务人员随天津市支援武汉第二批

医疗队再出征；2 月 15 日，3 名医务人

员作为天津市医疗队队员，支援武汉

方舱医院；2 月 22 日，1 名医务人员作

为天津市医疗队队员，支援武汉方舱

医院，他们成为了这个寒冬最温暖的

“逆行者”。

在32名出征武汉的医务人员中，既

有像董利民这样的“60后”、郭颖这样的

“70后”，也有像郭郡这样的“80后”、李晶

荣这样的“90后”； （下转第二版）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

创造条件实现年产汽车30万台
继3月份大众探岳GTE和奥迪Q3新一代

车型顺利下线，近日又一款大众新车型即将下

线，至此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将实现大众和

奥迪两大品牌、五款车型混线柔性生产，并将

陆续量产，创造条件实现年产能30万辆计划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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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上鲜红的绶带，与亲人紧紧相

拥……4 月 7 日，滨海新区 6 位支援湖

北省恩施州的医疗卫生工作者结束集

中休整，返回滨海新区，他们分别来自天

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大港医院、

海滨人民医院、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在支援恩施期间，他们分别支援恩施

市中心医院、恩施州中心医院和恩施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协助当地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目前，还有一位滨海新区疾控工作

者仍坚守恩施。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医师王平说，此次赴恩施支

援，自己和战友们都没有辜负新区百姓

的期望，圆满完成了支援任务，而且队员

们身体也很健康，所以自己心情非常坦

然。他回顾支援恩施的经历说，如果说

去之前比较忐忑的话，支援工作正式开

始后，反而恢复平静。在恩施这一个多

月的工作使他终身难忘，不仅收获了工

作的成果，还收获了更多的友谊。下一

步，将根据滨海新区疫情防控的需要以

及医院的安排，返回岗位工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大港医院感染免

疫科医生张晶就已经归心似箭，因为孩子

正在大港医院等着自己。她最想做的就

是好好陪陪孩子。支援恩施期间，她成为

一名预备党员，这让她感到非常光荣。“我

经常跟孩子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一名医

生，只是勇敢了一点点，换了一个地方去做

自己该做的事情。”如果祖国和人民还需

要，她会再次前行。身为感染免疫科的医

生，她已做好再次投入医院发热门诊工作

的准备。说到“回家”，她说家人早就问过

自己想吃什么，但是，吃什么并不重要，最

重要的，是一家人可以团圆在一起。

滨海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

病媒生物控制科科长、主任医师沈玉祯

告诉记者，支援恩施，他收获满满。在专

业方面，他和恩施当地疾控工作者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特别是把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使专业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在当

地，他还交到了很多朋友，既包括天津支

援恩施的134位战友，还有当地支援疾控

部门的医务工作者，“我们离开恩施时，当

地妇幼医院的同仁还特地到机场为我们

送行。”他说，自己和战友没有辜负新区人

民的嘱托。按照天津的风俗，打算按老规

矩吃顿面条。下一步将按照要求，休整结

束后以最高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他们刚刚下车，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内科主任医生许承斌

的孩子就激动地大喊着“爸爸，爸爸”，并

和爸爸紧紧拥抱在一起。许承斌说，近

两个月时间没见，爱人和孩子来接自己，

心里特别高兴，真正感觉回家了。中午

会到父母家去探望父母，他们已经为自

己准备好了午餐。他说，目前海滨人民

医院还没有完全恢复疫情前的工作规

模，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自己将按照要

求，重新投入岗位。 （下转第二版）

■ 他们分别来自天津医科
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大港医
院、海滨人民医院、滨海新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 在支援恩施期间，他们
分别支援恩施市中心医院、恩

施州中心医院
和恩施市疾病
预 防 控 制 中
心 ，协 助 当 地
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结束集中休整 返回滨海新区

6位支援恩施英雄回家啦
■ 时报记者 陈西艳 报道

时报讯（记者 战旗）近日，天

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收

到一封来自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

组发来的感谢信。信中指出，在

疫情防控重要物资红外测温仪供

应保障工作中，天津九安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响应国家

号召，克服一切困难，紧急组织工

人到岗复工，加班加点开展生产供

应。而承担这一艰巨生产任务的，

正是九安医疗位于天津港保税区

空港区域的柯顿电子工厂。

大年初一，正在老家过年的

柯顿电子工厂厂长施向健接到公

司通知，为了紧急生产防控检测

设备红外测温仪，公司要求大年

初四复工生产。接到任务后，施

向健在员工微信群里发布了复工

的通知，“听说复工的任务后，没

想到员工们都很积极，主动要求

返岗，”施向健介绍，工人们说能

为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不给工资

也愿意复工。施向健介绍，复工

初期，日产能仅有4000台左右，全

面复工以后，公司停止了其他设

备的生产，将全部的生产力用于

组装红外测温仪。

企业战“疫”全力以赴，各部

门“拉手”倾力相助。保税区管委

会防控指挥部连夜开通绿色通

道，安排专人联系企业，开展网上

指导，帮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

保税区科工局陆续协调航空机电

和普林电路等企业的37人支援九

安医疗柯顿电子工厂生产，解决

人员紧缺问题。保税区税务部门将关于增值税

留抵退税的最新优惠政策第一时间向企业进行宣

传，就申报材料准备、办理流程等方面对企业进行

全程辅导，39万元的退税款3天内全额退至企业

账户，为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更好支援战“疫”一

线提供了有力支持。

连日来，柯顿电子全体职工日夜奋战，不仅

产出大批红外测温仪保障防疫供应，还无偿捐助

给湖北省1000支，同时向全国各地捐助上千支。

时报讯（记者 战旗）近日，记者从天津港保

税区管委会获悉，由天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能集团”）发起的天能融资租赁（天津）

有限公司、天能（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正式落

户保税区，标志着保税区金融市场主体得到进一

步完善。预计未来5年，两家公司税收可达1.5

亿元。

据了解，天能集团以新能源电池制造业务为

主，是集锂电、汽车启停电池、风能太阳能储能电

池研发、生产、销售以及城市智能微电网建设、绿

色智造产业园建设等为一体的大型实业企业。

2019年天能集团以1320亿元的营业收入排名中

国企业500强第139位、中国制造业500强第51

位，稳居行业第一。

天津港保税区金融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公司落户后，保税区将

为其提供更加丰富的资金支持，以及更加全面的

融资渠道，助力天能集团发展壮大。

500强企业天能集团
落子天津港保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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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复业忙
口罩送上门

随着“六小”商户复工复

业，新区相关部门和街镇积极

做好服务，动态排查商铺店面

防疫措施，叮嘱经营者按照要

求防疫，做好员工信息登记管

理，配备好个人卫生防护用

品，加强店内消毒以及监测好

人员体温等，同时向商户免费

送口罩、消毒水等防疫物资，

助力“六小”商户有序复工。

图为新北街道新新家园社
区为辖区商户送口罩。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贾磊

复工复产战疫
■ 大众探岳GTE和奥迪Q3

新一代车型已于3月顺利下线，一
汽-大众华北基地已恢复至一天单
班满产600台的产能

■ 一汽-大众天津分公司一
季度生产汽车34640辆，同比增长
1023 台，增长 3.4%，销量增长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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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人免费搭乘
“空中就业专列”

6位支援恩施州的医务人员结束集中休整，返回滨海新区

海滨人民医院许承斌的儿子迎接父亲

大港医院张晶、付瑜与同事相拥

本组图片 记者 何沛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