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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12月21日电
（记者白佳丽、张建新）记者 21
日从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获悉，一名浙江绍兴返津人员
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结
果呈阳性，经天津市级专家组
综合分析判定为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普通型）。目前，流行
病学调查、涉疫人员排查管
控、环境样本采集等工作正在
紧张进行中。

12 月 20 日 23 时许，天津
市西青区在对浙江省绍兴市
上虞区返津集中隔离人员检
测中发现新冠病毒可疑阳性
标本 1 份，立即报告，并送天
津市疾控中心进行复核。21
日早 6时许，天津市疾控中心
复核结果仍呈阳性。

该阳性人员 12 月 7 日自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自驾返
津，并按相关规定在西青区中
北镇进行居家健康管理。17

日，根据绍兴市疫情情况，其
被转送集中隔离。20日深夜，
其核酸检测初筛阳性，21日清
晨复核阳性，转送海河医院。
21 日 10 时，经天津市级专家
组综合分析判定，该名感染者
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
型）。

截至 12月 21日 10时，累
计判定追踪密切接触者、次密
切接触者、封控区内人员等共
183人，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其他排查管控工作仍在进
行中。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物
品和环境样本 27 份，核酸检
测结果阳性 5份（均为家庭内
环境样本），其余均为阴性。

目前，天津市划定西青区
中北镇东兴里 3号、4号、5号
楼为封控区，小区其他区域为
管控区。感染者轨迹关联菜
市场等公共场所均已实施停
业封控。

天津报告1例确诊病例

新华社杭州12月21日电
（记者朱涵）记者 21日从杭州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
规定，经专家组综合评估研
判，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龙
湖春江天玺 17幢调整为低风
险地区。至此，杭州全域为低
风险地区。

据了解，21日中午，龙湖
春江天玺小区居民收到了解
封短信。截至目前，小区居民
的健康码已全部转为绿色。

自 12 月 7 日发现外地输
入病例后，杭州市萧山区第一
时间对疫情防控重点小区进
行封控管理，对封控区内人员
进行了全员核酸检测，并借助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手段，精准
推进流调、排查、监测等工作，
有效控制了疫情传播。20日
下午，龙湖春江天玺小区全员
进行第五轮核酸检测，其中重
点管控楼宇已经完成八轮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记者了解到，龙湖春江天

玺小区解封后，原已纳入集中
隔离的密接人员在 14天集中
隔离结束后，须继续在原集中
隔离点实施 7天健康观察。

下一步，杭州将继续科学
精准地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工作，有序放开社会面管控，
同时将继续对交通场站、酒
店、商场、市场、景区景点等人
员密集场所进行管理，落实测
温、扫码验码、戴口罩等防控
措施。在保障群众正常出行
的同时，倡导“非必要不出
行”，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和有本土病例报告的地区所
在设区市。倡导 60岁以上老
年人和符合条件的人群接种
疫苗，争取应接尽接，建立人
群免疫屏障。广大群众要持
续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少聚
集、“一米线”等个人防护措
施。

杭州全域已为低风险地区

国家卫健委：

20日新增本土病例57例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1 日

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21
日通报，12 月 20 日 0—24 时，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
诊病例 81例。其中境外输入
病例 24 例（上海 5 例，福建 5
例，广东 4例，浙江 3例，广西 3
例，北京 1例，天津 1例，四川 1
例，陕西 1例），含 1例由无症
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在四

川）；本土病例 57 例（陕西 43
例，其中西安市 42例、咸阳市
1 例；浙江 8 例，均在绍兴市；
广东 6 例，均在东莞市），含 8
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病例（均在陕西）。无新增死
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49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
触者 2206人，重症病例与前一
日持平。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记者刘夏
村）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消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指出，今年 1
月至 10月，全国发生电动自行车及其电
池故障引发的火灾共 1.4万余起，死亡 41
人，受伤 157人。

报告指出，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

车，氢能、光伏、锂电等储能设备，天然气
泄漏和大型仓储物流场所等火灾爆炸事
故呈增长态势。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超过 3亿辆，产量仍在快速增长，火灾风
险急剧增加。电动自行车的维修、改装、
停放、使用等，以及锂电池的充电、报废
和回收等环节管理不规范，存在非法改
装、入户充电、过度使用和电池老化等问

题，滋生大量安全隐患。特别是由于户
外充电桩不足、充电价格不均等原因，入
户充电问题比较普遍，“人车同屋”导致
火灾亡人率居高不下。

消防法于 1998 年制定，2008 年全
面修订，2019 年和 2021 年进行了两次
修正。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
火灾亡人数、伤人数同比下降 0.7%、

0.2%，重大火灾起数及亡人数同比下降
38.1%、32.3%。“十三五”期间，中央和地
方财政共投入消防经费 4371 亿元，新
建消防救援站 2349 个、市政消火栓
69.8 万个，新增消防车 1.2 万辆、消防员
防护装备 151 万件（套）、灭火器材 47
万件（套）、抢险救援器材 35.7 万件
（套）。

今年1月至10月

全国共发生1.4万余起电动自行车火灾

新华社北京12月 21日电
（记者胡浩、董博婷）记者 21日
从教育部新闻发布会获悉，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校外培
训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
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
下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已 压 减
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
压减 84.1%。

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留下的校
外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营利
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
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

“营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在校外学科类培训大幅
压减的同时，校内服务有效提
升，课后服务全面铺开。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
绍，99%以上的学校制订了比
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建立
了作业公示制度，学校作业总
量和时长调控基本达到了规
定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
减”前的 46% 提高到目前的
90%以上。 99.6%的学生家长
反映，本学期教师没有再给家
长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批改
作业。各地各校普遍开展了

课后服务，课后服务项目质量
有效提升。

吕玉刚说，学校普遍更加
重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完善
教学管理规范，改进教学方式
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绝
大多数学校做到了起始年级

“零起点”教学，注重做好幼小
衔接、小初衔接。普遍建立了
学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保障
学生学业质量。

据介绍，为巩固“双减”成
果，教育部将进一步强化学校
教育主阵地作用，持续深入推
动校外培训治理落地见效。

这是12月21日拍摄的昆明市红塔西路绽放的冬樱花（无人机照片）。
当日，云南省昆明市阳光明媚。在昆明市一些路段，道路旁种植的冬樱

花在蓝天下绽放，美景如画。 新华社 发

春城
冬樱

教育部：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超八成

新华社重庆12月21日
电（周文冲、余相瑾）重庆动
物园 21 日为大熊猫双胞胎

“奇珍”和“奇宝”举行百日
庆祝会，两只大熊猫正式开
始在育幼室对外展出。

“奇珍”和“奇宝”今年 9
月 13日出生于重庆动物园，

“奇珍”是姐姐，“奇宝”是弟
弟，姐弟俩的名字寓意为奇
异珍贵的宝贝。这对双胞
胎的母亲为诺贝尔物理学
奖得主丁肇中亲自取名的
大熊猫“好奇”，父亲为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大熊
猫“芦林”。

在当天的庆祝会上，
“奇珍”和“奇宝”在彩色气
球间荡着秋千。即日起，

“奇珍”和“奇宝”将正式在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育幼室
展出。展出分两个时段，分
别是 10 时-11 时、14 时 30
分-15时 30分。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技术
主管尹彦强介绍，在工作人
员的精心照料下，“奇珍”和

“奇宝”姐弟俩体况良好。截
至 12月 20日，姐姐体重 5420
克、弟弟体重5490克。

当天，重庆动物园也对
外公布了大熊猫“莽仔”今
年 6月所生双胞胎的名字为

“星星”和“辰辰”。
重庆动物园于 20 世纪

60年代开始饲养大熊猫，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繁育大熊
猫幼仔。截至目前，重庆动
物园共繁殖大熊猫 27 胎 40
只。

重庆动物园大熊猫“奇珍”“奇宝”对外展出

12月21日，大熊猫双胞胎宝宝“星
星、辰辰”在户外玩耍。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