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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霾渐散 春暖花开

津南区多措并举保障清明节安全文明祭扫

织密疫情“防控网” 筑牢祭扫“防火墙”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然而，一
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今年的清
明与往年大不一样。 在这疫情防控的
“
非常
时期”，为推进《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贯彻落实，津南区多措并举，聚力做好清明
节期间文明祭扫安全保障工作。

控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使广大市民在疫情
防控期间度过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清明
节。 截至目前， 已巡查发现集中焚烧点位
135 个，违规售卖封建迷信物品点位 15 个，
反馈相关镇街进行处罚 15 起。

严格执法，注重源头治理

精心部署，强化责任担当
3 月 19 日， 津南区召开 2020 年清明
节祭扫工作部署会，转发《天津市民政局关
于 2020 年清明节期间暂停祭扫服务的通
知》，印发《津南区民政局关于“平安清明 文
明祭奠” 的通知》《津南区民政局关于清明
节期间加强骨灰堂公益性墓地安全管理的
通知》《区民政局 区市场监管局关于清明节
期间进一步加强殡葬市场监督检查工作的
通知》和《2020 年津南区民政局清明节安全
防控工作方案》。 会议要求各相关部门、各
镇街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加强部
门联动，严格执法检查，确保清明节期间祭
扫工作文明规范、安全有序。

执法人员查处售卖封建迷信品商铺

唐文博 摄

区民政局联合区市场监管局、各镇街开
展清明节期间殡葬市场清理整治专项行动，
对各镇街重点区域进行联合执法，并向商户
和周边群众宣传清明暂停祭扫有关要求和
文明祭扫内容，规范殡葬市场秩序，积极倡
导健康、安全、文明的祭扫方式。 自专项行动
开展以来，全区累计处置违法售卖祭奠物品
260 起，处罚 127 起，市场监管部门立案 38
起，收没销毁烧纸、冥币等 6000 余包，罚款
2900 元（部分结案数据），有效打击了违法
违规生产、 销售和经营封建迷信用品行为。
同时， 对春节过后查处一封建迷信用品窝
点，收缴封建迷信用品 20 车、罚款 7.6 万元
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起到警示作用。

分片包干，全域巡查劝阻

广泛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全区各镇街、开发区、农业园区积极开展
清明节期间巡查劝阻工作，按照分区、分片、分
点的方式，对所辖区域进行划分，责任到人，做
到每条道路、每个区域都有负责人员包片，实
现全覆盖巡查劝阻。 同时，各镇街还利用无人
机对露天烧纸行为进行巡查， 发现情况及时
处置。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处置、劝阻焚烧祭奠
物品行为 860 起， 有效震慑了焚烧祭奠物品
等违法行为，也减少了消防安全隐患。

疫情防控期间， 为避免清明祭扫引发
的人流聚集， 倡导居民文明祭扫。 区民政
局、各镇街、各村（社区）纷纷以 H5 和发放
《致市民的一封信》、倡议书、宣传册、宣传页
等多种形式，向市民朋友发出倡议，倡导市
民大力开展居家网络祭奠活动，将祭奠活动
从户外注重物质形式祭奠，转向室内满足心
理需求的绿色文明祭扫。 各殡葬服务单位发
挥窗口优势，通过广播、横幅、宣传栏等方
式，加大文明祭扫宣传力度。 同时，区民政
局以 H5 的形式开通“清明云祭扫”平台，
开展“网上追思”活动，共同营造文明祭扫
新风尚。
区民政局 供稿

“
蓝军”督察，查漏洞促落实
清明节期间，区民政局成立三个巡查小
组共 10 人充实“蓝军”督察队，在全区范围
内开展殡葬领域专项巡查工作， 重点巡查

工作人员向居民宣传文明祭扫理念 王芳圆 摄
全区所有殡葬服务场所暂停祭扫服务工作
落实情况，以及售卖封建迷信物品的商铺、

清明节文明祭扫诚信倡议书
莺飞草长，清明将至。 清明节是中华民
族重要的传统节日， 也是慎终追远、 缅怀先
辈、寄托哀思的重要时节。 今年的清明节，正
处全国上下共抗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
为响应国家和天津市号召，确保 2020 年清明
节祭扫绿色、文明、环保、安全，区发展改革委
会同区民政局联合发起津南区清明节文明祭
扫诚信倡议活动。 我们向广大市民倡议：

一、安全第一，过平安清明。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希望广大
居民朋友们增强疫情防控意识。 提倡以居家
追思的方式缅怀逝者，暂停到殡葬服务机构
现场祭扫，暂停组织集体公祭、骨灰撒放、树
葬等群体性活动，不给疫情传播可乘之机。
二、网上祭扫，过绿色清明。
以网上祭扫、追思故人等文明环保形式

居民通过网络举办家庭追思会 马俊红 摄
地摊、集中焚烧点等，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相
关镇街进行处理， 确保文明祭扫和疫情防

进行祭扫。注重寄情祭奠，以教育家人传承先人
做人、做事优良品质为主要内容，让好家风、好
传统得以传承和延续。还可利用微博、微信等新
媒体，传播故人留下的好家风好家训，寄托对家
人的哀思，表达对故人的感恩和敬仰。
三、示范引领，过文明清明。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干部职工，要率先垂
范， 发挥党员干部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规
定、节俭治丧、文明祭扫等方面的表率作用，主
动纠正和制止不文明祭扫行为， 用实际行动影
响和带动身边的市民， 充分理解殡葬服务机构

用行动画好统战抗疫最大“同心圆”
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役，津
南区委统战部及时动员、科学部署，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宗教、新阶层积极发挥自身
优势，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疫情防控的使命
与担当。

献计出力，民主党派在行动
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
组织党派成员针对防控疫情积极建言献
策。 其中民建区工委副主委、区审计局局长
王玉爱 《关于为防控物资运输开辟绿色通
道的建议》得到采纳。
以九三学社津南医院支社副主委、津
南医院院长薛春晓为代表的党派成员中的
医务工作者恪尽职守、主动请战，始终奋战
在医护一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民革区工委主委、 区住建委主任孙晓

光在加快做好天津三座“小汤山”之一的津
南医院（新址）外围建设工作中抢抓时间，指
挥作战，确保了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完成。
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书画家和书画爱好
者也积极发声，创作出多幅饱含激情、催人
奋进的书画作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加
油助力。
骨干教师们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
号召，认真谋划线上教学方案、精心设计
教育内容、录制高水平微课，保证了教学
不断线。

齐心协力，民营企业在行动
为抗击疫情， 全区民营企业也在发挥
着自己的光和热。 荣程集团捐赠 1 亿元（其
中现金 5000 万元，物资 5000 万元），并迅
速组织采购所需物资，陆续采购口罩、护目
镜、防护服、手套、空气消毒机等各种物资，
运往防控前线。

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是生产消杀
用品的民营企业， 为抗疫需要， 从每天工作 8
小时到现在没有固定时间下班， 从每月不到 1
吨过氧乙酸消毒液的市场供应量到如今每天
生产 10 吨左右，展现了一个企业的大爱担当。
津南区青年商会、 小站镇商会等商会组织
积极行动，向会员企业发出募捐倡议书，有序组
织企业捐款捐物、 奉献爱心。 青年商会会长马
潇，常务副会长、天津市荣成普及基金会理事长
张君婷冲锋在前，筹集钱物，支援疫情防控。

爱心助力，宗教界在行动
疫情防控以来， 全区各宗教场所坚决落
实相关要求，在“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
事”的同时，发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优良传
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奉献爱心，同
心抗疫。
截至目前， 全区宗教界为疫情防控工作
筹集爱心捐款 32 万余元。 其中，华盛寺捐款

正在“复苏”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按下了
“暂停键”，全
民
“
宅”家抗疫的日子里，和好友相约前去逛逛商场、公园里
沐浴和煦阳光，电影院、图书馆里感受文化滋养的那些平凡
的烟火气成了人们的想念。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超市门店相继开门迎客，文化场所和公园逐渐开放，餐饮小
吃也逐渐开张纳客， 日常生活逐渐恢复了以往的忙碌和生
机，人们已经感受到了城市重新跳动的
“
脉搏”。

商超商贸·秩序井然

继津南区新华城市广场、永旺梦乐城、吾悦广场等大型
商业综合体恢复开业后，3 月 29 日，津南区的“老牌儿”地
标商贸——
—月坛商厦正式恢复营业。 为了给顾客提供优质
安全的购物环境，商场强化消毒管理，全员做好防护。 商场
营业时间为 10：30-16：00，超市营业时间为 7：30-21：30.
大型商场恢复营业的同时，不少便民商超、菜市场也开
始营业，逐渐恢复正常经营秩序。

公共交通·间隔缩短

在疫情时期的暂停服务措施，确保平安清明。
四、传承美德，过节俭清明。
百善孝为先，我们要弘扬尊老、敬老、爱老
的传统美德，树立
“
丰祭不如厚养，孝道注重当
下”的理念，老人在世时，多尽孝道，多一份关心，
让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人逝去后，从俭办
丧、文明祭奠，让逝者欣慰、让生者无憾。
让我们共度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清明节，
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自己的力量！
津南区民政局
津南区发展改革委员会

10 万元， 达云法师以个人名义捐款 5 万元，教
职人员和爱心信众捐款 12.5 万余元；基督教咸
水沽聚会点教职人员和爱心群众捐款 2.32 万
元；小站清真寺民管会主任刘文忠捐款 3 万元。

同心协力，新阶层在行动

—津南区统一战线抗疫工作侧记
——
■ 记者 唐文博

时讯

为全面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全区新阶层
人士积极踊跃捐款捐物战疫情， 截至目前已累
计捐款 5.12 万元，捐赠物资价值 15 万余元。
天同医养院院长、津南区新联组组长张婼
婼在一线指挥全院预防和抗击疫情各项工作，
坚决做好老人健康的守护工作， 发挥表率作
用，个人捐款 2 万元。 华阳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津南区新联组副组长于长浩，主动承担新联组
募捐工作，个人捐款 6 千元。 阿里云创新中心
（天津津南）总经理、津南新联组副组长陈新龙
向津南区捐赠一次性医用手套。 自由作家、津
南区新联组理事郭万梅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社区工作者撰文《致我的社工姊妹弟兄》，
深情朗诵《您的身影无比伟岸》。 新媒体从业人
员李洪浩及其所在公司，放弃近百万元的广告
收入， 利用网易平台和户外 LED 屏幕做好疫
情防控宣传工作。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面前，本区统一战线成员坚定信心、众
志成城，誓言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从 3 月 30 号起， 天津地铁调整了 1 号线和 9 号线的
运行图，进一步缩短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行车间隔。 运行
图调整后，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1 号线平均行车间隔 4.4
分钟， 最小间隔 4 分钟；9 号线平均发车间隔 5.2 分钟，最
小间隔 4.5 分钟。 工作日的平峰时段和周末， 将继续保持
10 分钟发车间隔。

文化场馆·服务贴心

3 月 29 日，津南区图书馆、文化馆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 有序开放。 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为每天 9:00—
11：30,14:00—17:00。 为保障安全，上、下午分别限流
100 人。 目前，区图书馆只开放成人图书外借业务。
区文化馆也于同日开放。 当前文化馆开放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 9:00—16:00。 开放区域为二楼功能室、舞蹈室、书
画室、文学活动室，三楼功能室。 申请使用排练室、功能室
均实行分时段实名预约制，每次排练不能超过 5 人。 相关
活动， 区文化馆将采取微信公众号网络推动形式开展，满
足群众需求。

绿屏公园·美景迎客

伴随着全市百余个公园开门纳客，目前，津南百姓家
门口的津南体育公园、月牙河公园、海河故道公园也都正
式对外开放。 拱桥、水榭、喷泉、幽径，诠释着浓郁的海下
风情，串连起清新的生态观景空间。 游人们尽情享受着春
天美景。
与大型建成公园相得益彰的，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内，
也呈现出别样的醉人景色。工人们忙碌在新木的补植现场，
大绿野趣、鸟语花香萦绕身旁，无不透露出勃勃的生机，映
射着和谐与美好。
记者 沈欣 周茹涵 于素懿 马俊红 唐文博 通讯员 谭志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