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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车有规矩 违规要被罚

■ 文明出行 提升城市文明形象

新交规施行首日 新区交管部门全面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

非机动车不按规矩骑行要被罚款了
元旦假期第一天，也是新修订的《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

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首日，新区交管部门
全员上岗，开展专项检查和教育活动。记者在现场走访发现，
过去不易被察觉的“微违法”行为，如今被严管起来了。

五中全会精神在新区

重点人群何时接种、包括谁？临时接种点有多少个？目前疫苗到货多少支？

新冠疫苗接种 你关心的问题答复来了
■ 记者 孔一权 王君成 报道

滨海融媒年终特别报道
看新区之为20202020非凡非凡

记者日前从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2020年，天津港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不利影响，各项指标逆势增长。截

至2020年12月30日，天津港集装箱吞吐

量完成183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创

出年度集装箱吞吐量历史新高。同时，货

物吞吐量也同比增长。天津港创新发展逆

势增长的背后，是2020年以来，该集团坚

决筑牢筑实疫情防控防线，持续拓内贸、强

中转，积极服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好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

大力推动智慧港口、绿色港口、枢纽港口

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建设“蹄疾步稳”。根

据最新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

指数评价，2020年天津位列全球航运中心

第20位、位列中国大陆港口第6位，而2019

年天津在全球航运中心中的排名为第24位。

智慧赋能
港口效率全面提升

近日，天津港集团正式获得天津市

交通运输委员会批复，建设天津港港口

自动驾驶示范区，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建

设的港口自动驾驶示范区。

如今，在天津港，巨轮靠泊岸边，一

辆辆无人驾驶电动集卡相继驶来，熟练

地穿梭在码头与堆场之间，自动化轨道

桥也同步启动，在无人驾驶电动卡车到

来之际稳稳完成吊装……而“驾驶”这座

自动化轨道桥的人，此刻正坐在远程操

控中心里，通过鼠标和操纵杆完成作

业。近年来，天津港持续攻克智慧港口建

设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全球首个由传统

人工码头改造而成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已建成运营，达到全球自动化码头领先水

平；全球首台基于5G通信技术改造的自

动化集装箱岸桥投入使用，传输时延达毫

秒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2020年10

月17日，天津港实现全球首次集装箱传

统码头无人自动化改造全流程实船系统

测试后，集成物联网、人工智能、5G通讯

技术、云技术等多种尖端技术的无人自

动化集装箱场桥、无人驾驶电动集卡、无

人智能解锁站、无人集装箱岸桥在天津

港集装箱码头实现规模化成组应用，标

志着天津港智慧港口建设取得领先全球

的突破性进展。 （下转第二版）

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

2020年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新高
完成1835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6.1%

■ 记者 陈西艳 张广艳 报道

▲ 繁忙的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

2020年12月30日，滨海新区重点人

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式启动。关于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新区作了哪些部署？目前

进展情况如何？记者就大家关心的常见问

题对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进行了采访。

202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
启动重点人群接种

滨海新区于何时正式启动重点人群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就这一问题，滨海

新区卫生健康委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

者，滨海新区于2020年12月30日正式启

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重点人群包括九大类

此次新冠疫苗接种人群范围包括哪

些重点人群？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告诉记

者，此次新冠疫苗接种人群范围为“涉进口

冷链物品的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

口岸装卸、搬运、运输等相关人员，国际和

国内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因公、因私出国工

作、学习人员，面临较高境外疫情风险的边

境口岸工作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政府机

关、公安、武警、消防、社区工作者，物品、

水、电、暖、煤、气相关人员，交通、物流、养

老、环卫、殡葬、通讯相关工作人员九大类

重点人群”。接种年龄为18-59岁，疫苗共

接种2剂次，时间间隔2-4周。

新区启用19个临时接种点

根据新区前期重点人群摸底登记情

况，全区共启用多少个临时接种点？滨

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根据新区前期重点人群摸底登记情况，

全区共启用19个临时接种点。

目前到货6125支新冠疫苗

目前新区已经到货多少支新冠疫

苗？滨海新区卫生健康委就此问题告

诉记者，从 2020 年 12 月 29 日陆续到苗

开始，截至目前，新区已累计配送到临

时接种点疫苗共计 6125 支，其余疫苗

将在下一个配送周期配送至各临时接

种点。 （下转第二版）

据新华社电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

新时代“三农”工作，中央宣传部会同中央文明

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农

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

广电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

中国文联、中国科协日前印发通知，对2021年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开展进行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送理论下乡，深化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学习宣传，把广大农民的思想和行动更好

地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送文明下乡，拓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把中心建设与“三下乡”活

动紧密衔接，持续提升乡村道德水平和文明程

度。送服务下乡，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广泛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乡村振兴农民科学素质提

升行动和健康促进行动，在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引

领群众、凝聚群众。送人才下乡，建立“三下乡”

志愿服务常态化、制度化工作机制，面向农民经

常性开展知识技能培训，为农村留下一支不走的

工作队伍。

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把开展“三下

乡”活动作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抓手

和具体举措， （下转第二版）

15部门部署开展
2021年“三下乡”活动

据新华社电 天津市人民政府近日发布《关

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将行政区域划分为31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明

确各单元污染物排放控制、环境风险防控、资源

开发利用等管控要求以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推

动构建全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

“三线一单”是指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根据要

求，天津市共划分出优先保护、重点管控、一般管

控三类311个生态环境管控单元。

其中优先保护单元111个，包括生态保护红

线、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重要湿地，以及自然

岸线和海洋特别保护区等；重点管控单元 180

个，包括中心城区、城镇开发区域、工业园区，以

及工业与城镇用海、港口及特殊利用区域；一般

管控单元20个，包括除优先保护和重点管控单

元之外的其他区域。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将作

为产业布局、结构调整、重大项目选址等的重

要依据。 （下转第二版）

天津划分 311 个单元
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据新华社电 元旦小长假期间，各地出行客

流增多。铁路、电力、民航等部门做好疫情防控

和出行服务，坚守安全底线，助力旅客平安有序

出行。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显

示，1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989.3万人次，同比

增加48.1万人次，增长5.1%。1月2日，全国铁路预

计发送旅客72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386列。

为做好小长假运输组织工作，铁路部门严

格落实进出站测温、预留发热旅客隔离席位、通

风消毒等措施，努力为广大旅客营造健康安全

的旅行环境。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公司徐州

站、徐州东站针对部分旅客旅途中手机没电、欠

费、遗失等特殊情况，在“雷锋服务台”设置4部

亲情电话供旅客免费使用。

电力方面，国网江苏启东市供电公司严格

执行节假日24小时值班制，加强假日期间电网

负荷监测，组织保供电人员对当地铁路供电线

路和相关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及时排查安全隐

患。民航方面，面对寒潮天气影响，华北空管局

密切监控航班运行情况，加强复杂天气监测和

预警，及时提供航空气象信息决策服务，确保运

行保障规范有序。

各部门针对元旦小长假期间客流增多情况

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
助力旅客平安有序出行

■ 天津港集团获得天津市交通运
输委员会批复，建设天津港港口自动驾
驶示范区，成为全球首个获批建设的港
口自动驾驶示范区

■ 2020年以来，2M联盟欧线、海
洋联盟欧线、美西线等航线效率始终保
持在全球港口前列，擦亮了“津港效率”
金字招牌

■ 2020年12月28日，随着天津—

乌鲁木齐中欧集结班列成功发车，天津港
2020年海铁联运吞吐量突破80万标准箱，
同比增长超过40%，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十四五”时期将是天津港加快
“双一流”建设的决胜攻坚期。2025年，
天津港集装箱吞吐量力争达到2500万
标准箱以上，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升，绿
色、智慧、枢纽港口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基本建成“双一流”

做好疫情防控
市民赏花过节

导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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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力量”
为火箭插上“翅膀”

在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要

求的基础上，泰达园艺第九届

年宵花展元旦期间在新区开

幕。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整

个展区达 2000 余平方米，共有

百余种万余盆花卉展出，不仅

有传统的杜鹃、兰花等名花，还

增加了创新组合花卉，满足市

民的节日赏花需求。市民按照

防疫要求配合测温，戴好口罩

有序参观，现场井然有序。据

了解，展览从 1 月 1 日持续至 1

月15日，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

点，市民无需预约即可免费参

观，地点为滨海新区洞庭路与

第十一大街交口。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