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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寂静的乡村

小站稻秧苗 棒棒哒

起来了

—— 记者采访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春和景明，开张纳客。集市交易日渐红火、农家院飘出了熟悉的味道、温室大棚迎来了采摘客……走进津郊
农村，记者看到，在绷紧疫情防控弦的基础上，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逐步重现，寂静的乡村渐渐活起来了 ——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杜洋洋

集市 生活生产渠道畅通

农家乐 美了市民富了农户

“您好，请您出示健康码，我们再给您测一下体温，体温
周末一大早，静海区团泊镇“铁锅炖鱼”农家餐馆的老
正常才能进去……”在武清区崔黄口镇农贸市场入口处，市
板倪文双就开始忙碌起来。疫情发生，他家的餐馆就闭店
场工作人员对进入集市的村民们逐个量体温、登记消毒。 了，如今，恢复经营，终于迎来了客人，虽然忙前忙后，但倪
集市里，一个个摊位前整齐摆放着当地农特产品，买卖顺
文双干得相当起劲。
畅，井然有序。
洗菜、切菜、拾掇鱼，分类摆盘，装进冰箱，两大罐秘制
崔黄口镇农贸市场帮扶工作组组长陈文告诉记者，每逢
的花椒和辣椒备齐；
消毒酒精、体温计、洗手液、登记簿整齐
农历二、四、七、九，
是百姓
‘赶集’
的日子，
集市规模较大，辐射
摆放。上午 11 点，
一切准备就绪。
周边多个村镇，对于活跃当地生产生活作用非常突出。由于
正说着，只见一家三口食客来临。在量体温、扫码、登
受疫情影响，该集市关闭了近 2 个月，随着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记后，进到了店里，点了一份大锅炖鱼、贴饽饽、10 串羊肉
性成效，在上级部门批准下，3 月底恢复开放。现在有门脸房
串、一碟大拌菜。
经营户 200 多户，散摊经营农户 100 多户，经营的种类有米面
“特别想念这口味道。”李先生一边品尝美食一边说，
粮油、蔬菜水果、树苗花卉、水产品、衣服鞋帽等。
“这是我春节后第一次带家人来吃农家饭，我们品尝美食的
为确保集市防控安全，在开市前和闭市后至少进行 2 次
快乐，终于回来了！”
全覆盖消毒作业，并对厕所、垃圾存放点等重点区域加大消毒
倪文双笑着说，小店恢复营业对他家太重要了，因为他
频次。同时，加大巡查和监管力度，
严格禁止活禽交易及屠宰
把家里的收入都投放在这家农家乐里了，
如果长期关闭，不
行为，把各项防控措施切实落到实处。每个散摊距离 1.5 米
但没有家庭收入来源甚至有可能致贫。
左右，赶集的农民卖完买完后，
迅速离开，
不逗留，更不扎堆。
农家乐恢复营业，倪文双特别珍稀。按照防控要求，每
天他都要对公共区域和后厨彻底清洁和消毒；对进入餐馆
“为帮助集市经营户应对疫情影响，
镇里出台了租金减免
等扶植政策，提振经营信心。镇里还给经营户们准备了口罩、
的每位客人都要采取测量体温、扫健康码、登记、引导就座
测温枪、消杀物品等防疫物资，全力保障商户所需防疫物资，
用餐等措施；就餐时客人隔桌隔位坐，并提供一菜一公筷、
解除商户恢复营业的后顾之忧。
”
陈文说。
一汤一公勺。
村民刘春燕笑着说：
“集市恢复开放得太好了，早晨从大
静海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邬树伟介绍，
他们对合格
棚里把采摘的番茄就近运过来卖，很快就卖完了，然后拿着钱
的小饭店、
小餐饮店张贴放心消费公示牌，
并积极指导店家积
又给孩子们买了儿童食品，村民们都离不开集市。”
极开展堂食食客间隔及通风消毒等工作，
帮助恢复农家乐。

采摘 城乡居民都受益
“这里的番茄特别香甜，
价格也实惠，我今天采摘了很多，
带回去给亲友们品尝。”昨天上午 9 点，在武清区“天民蔬果合
作社”
温室大棚基地，
前来采摘的市民刘女士提着一大袋番茄
开心地说道。
基地负责人刘天民告诉记者，我们这里是全市口感番茄
示范推广基地，控水控肥，基质栽培，口感特别好。6 个番茄
大棚和 7 个草莓大棚，每天前来采摘的市民 100 人左右。由
于果蔬品质好，价格实惠，所以特受欢迎，原来受疫情影响导
致的滞销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在宝坻区霍各庄镇中以农业科技示范园内种植的草莓，
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工人戴着口罩给草莓疏花清果，采摘客
们已迫不及待地开始采摘起来。进园前，所有人都按要求量
体温，戴口罩，
扫
“津门战疫”
码。
市民王先生说，这里种的草莓特别香甜，全家老小都爱
吃。孩子宅在家很久没出门，今天，趁着天气好，带她出来踏
踏青，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体验一番采摘的乐趣。
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前段时间，
该采摘园一直处于停业状
态，3 月底才开园，现在市民进园必须要消毒和戴口罩，且一
个棚只允许两三个人采摘。
目前，园区内种了 5 亩草莓，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期。除了
草莓外，还种了口味番茄、穿心莲、韭菜、白菜苗、油菜苗、菠菜
苗等多个品种，游客都可采摘。
园区经理王义侠激动地说：
“现在采摘恢复后，蔬果可以
及时销出去，农户们增收致富有了保障。”

打击防范电信网络
诈骗专项战役启动

海河游船新航季试运营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20 日前地铁开放所有出入口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记者从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获悉，
4 月 20 日前，天津地铁将全面恢复因防控疫情临时关闭的
所有出入口，确保乘客顺畅出行。
同时，天津地铁组织线网车站主动对接周边学校，了解
师生的出行方式、上课模式等，
精准预测客流大小和分布情
况，并提前在重点车站的出入口安排移动扫码员，设置多点
位测温，避免学生扎堆，
提升进站速度。

保证每一名学生复课安全

复课演练线上直播 家长放心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4 月 20 日，我市高三、初三年级将全面复课，目前学校
准备情况如何？怎样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备受社会关
注。4 月 12 日，武清区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开展了一场特殊
的复课演练活动，邀请家长、学生组成
“第三方检验督察组”
参观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并进行线上直播。
14 点，复课演练正式开始。20 多位教师身穿校服、戴
好口罩，扮成返校学生在校门口东侧列队有序等待，彼此保
持一米距离，然后依次进入学生专用安全通道，进行手部消
毒、更换口罩、体温检测、信息登记后，
进入校园。
学生们进入公寓后，按照房间上张贴的名字寻找自己
的房间。进入房间后，原来 6 人间已变成了 4 人间，每张床
还配备了三面布帘。放下各自入住物品后，学生们开始进
入教室，只见窗明几净，每个课桌之间间隔 1 米以上，已消
过毒，放置的桌椅比疫情之前减少了一半，完全采取小班教
学。学生们坐在宽敞的教室里，聆听老师讲的第一课。看
完复课演练后，很多学生家长欣喜地表示，学校考虑得非常
周全，孩子返校复课特别放心！

储备 N95 等口罩 45 万余个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 通讯员 万彤）连日来，河西区着
眼于防疫物资准备、教学安排、用餐安全等多方面工作，实
地演练，
确保学校复课开学和校园疫情防控平稳有序。
河西区首批复课开学共 18 所学校，涉及初、高三年级
学生 9000 余人、教师 800 余人。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区首批复课开学学校共准备 43 间临时观察点，
体温计、额温枪、医用外科口罩、消毒剂、一次性手套、呕吐
包等应急处置物资配置到位。全区各中学累计储备 N95、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医用口罩共计 45 万余个，满
足毕业班师生一个月以上使用需求；
储备一次性隔离衣、额
温枪、体温计、医用连体防护服、消毒片等，基本满足四周以
上使用需求，并备有数量充足的消毒液、免洗洗手液、喷雾
器、75%医用酒精等。此外，每所学校配备 1 至 2 个测温热
成像系统，
满足复课开学后学生入校测温需求。
“关于学生在校用餐安全，区管中学校全部采用集中配
餐形式。我们对参与配餐的企业进行多次检查，并已同步
开启‘明厨亮灶’视频监控系统，对配餐企业的全部加工生
产流程进行实时监控。
”
该负责人介绍。

今年是我市实施全面振兴小站稻行动计划的关键一年，播种
面积将增加到 80 万亩。为把被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适时高标
准完成水稻育秧任务，市农业服务中心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帮助涉
农区开展水稻工厂化育秧，为稻农提供高质量的秧苗。4 月 10
日，记者深入位于宁河区的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进行了实
地采访。
上午 9 点，记者走进示范中心基地一座大型二代温室，立即被
满棚嫩绿的秧苗所吸引，地上仿佛铺了一层绿色地毯。弯腰细看，
只见一棵棵绿苗只有 10 厘米高，有些秧苗头上还顶着一层红褐色
的浮“土”，10 多名工作人员正在用铁耙轻轻把浮“土”刮掉，促其
加快生长。
技术员孙宝奎告诉记者，这些浮“土”，其实不是土，而是一种
特别好的育秧材料基质，富含多种营养成分，用它育秧又快又好，
三周就可育成插秧，比用土育秧速度提前一周。这个大型二代温
室面积 13 亩，所选育的秧苗都是给附近种稻农户用的，可满足
3000 亩稻田插秧需求。
市农业服务中心小站稻栽培专家郑爱君介绍，为加快速度育
出高质量秧苗，中心从外地帮助选购优质基质，并利用地产秸秆和
菌棒生产低价优质基质，降低生产成本。大力推广使用先进的物
联网技术，自动控制温室内的温湿度、光照等，让秧苗在一个最佳
的环境中健康生长。
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相关部门负责人杨永安说：
“为不
误农时，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把育秧工作人员增加到了
60 人左右，每天加班加点工作 12 小时。购买先进技术设备，每小
时可以完成 3800 盘基质育秧任务。我们还建了 68 个塑料冷棚育
秧，可为附近稻农提供 30 万盘优质秧苗，每盘可长出 5000 棵秧
苗，插秧面积近 2 万亩。”市种植业管理处负责人王学忠介绍，今年
我市全面加大工厂化基质育秧力度，财政每亩补贴 40 元，目前已
在宁河、宝坻、津南等多个区建立 30 多个育秧基地。
“今年 2 月份，我还特别担心受疫情影响育秧没着落，没想到
政府部门提前联系帮助我们，进行工厂化基质育出秧苗。我承包
的 1400 亩稻田月底就可插秧了，特别安心。”
水稻种植大户吴东升
赞叹道，
“用工厂化基质育出的秧苗没病害，
苗齐苗壮，每亩可增产
20%以上，
特别棒！”

我市新高考模拟志愿填报启动
普通本科批次两个阶段 可报 75 个平行志愿
■ 4 月 13 日 10 时至 4 月 15 日 12 时，考生填报艺术类本科批次志愿、体育类本科批次志愿，以及提前
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志愿。
■ 4 月 13 日 10 时至 4 月 17 日 12 时，考生填报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含 A、B 阶段）。
■ 4 月 18 日 10 时至 22 时，考生填报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志愿、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志愿、提前
高职（专科）批次、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志愿。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上午，南开中学高三 9 班学生
谈芯羽在家中登录
“招考资讯网”
，进入
“天津市普通高考志
愿网上填报系统（模拟）”，输入考生号、密码以及验证码后
进入系统，开始进行志愿填报模拟演练，
“我第一志愿想报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不过也要再跟家人商量商量再
定。模拟志愿填报可以帮我们提前了解录取政策，熟悉填
报办法，掌握填报流程。”昨天，我市 2020 年新高考模拟志
愿填报正式开始。其中，4 月 13 日 10 时至 4 月 15 日 12 时，
考生填报艺术类本科批次志愿、体育类本科批次志愿，以及
提前本科批次（含 A、B 阶段）志愿。4 月 13 日 10 时至 4 月
17 日 12 时，考生填报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含 A、B 阶段）。4
月 18 日 10 时至 22 时，考生填报艺术类高职（专科）批次志
愿、体育类高职（专科）批次志愿、提前高职（专科）批次、普
通高职（专科）批次志愿。
据市高招办介绍，志愿填报模拟演练实行网上填报志
愿的方式，与正式志愿填报的方式和使用的系统一致。考
生在规定的志愿填报时间内，登录“招考资讯网”
（www.
zhaokao.net），进入“天津市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
（模拟）”
，
考生可在系统登录界面中根据提供的链接自行下
载浏览器且需要使用电脑端进行登录和操作。登录时须输
入考生号、密码（考生高考报名时设置的密码），以及验证
码，进入系统。具体操作流程参阅《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
系统使用说明》。
考生登录网站后，需阅读须知，进入志愿填报主页，填
报志愿、提交志愿、核对志愿。本科批次以院校专业组为填
报的基本单位。填报志愿时，院校专业组名称左侧数字为
该院校专业组模拟代码（五位数字），右侧数字为院校专业
组各专业模拟招生计划数之和；专业名称左侧数字为该专
业模拟代码（两位数字），右侧数字为该专业在津模拟招生
计划数。
本次模拟批次及志愿设置，除特殊类型招生外，其余批
次及志愿设置均按照《天津市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

报与投档录取实施方案》中要求设置。普通本科批次共设置
75 个平行志愿，其中，普通本科批次 A 阶段设置 50 个平行志
愿，普通本科 B 阶段设置 25 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内均设置 6
个专业志愿和 1 个服从调剂专业志愿。
与往年志愿填报相比，此次新高考模拟填报志愿数量
增加了。考生填报时要明确自身的实力和兴趣，结合个人
成 绩、往 年 招 生 数 据、学 科 兴 趣、职 业 规 划 等 因 素 综 合 考
虑，在填报类型、志愿批次、填报院校、设置的专业组以及
专业上要认真选择。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中，也为考生
提供了此次模拟考试总成绩，以及本人的“1+6”成绩位次
信息等。
前期，市高招办已开发并上线了志愿辅助系统，让考生
提前熟悉与了解相关情况，考生要用好。在辅助系统上，可
查询模拟招生计划、录取批次、往年录取控制分数线、往年
一分一段表、高校招生章程等信息。考生可根据高校名称、
所属省市、专业大类、专业名称、选考科目要求等信息进行
初筛，生成意向志愿表。志愿辅助系统不能进行模拟填报，
考生需登录“天津市普通高考志愿网上填报系统（模拟）”进
行最终模拟填报。

市高招办提醒
此次模拟志愿填报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数据（含各在津招生
院校的招生专业组及选考科目要求、
招生计划数、
专业组代码
及专业代码、
学费标准、
考生成绩及位次等）仅适用于本次模拟
演练使用，不作为其他填报依据。考生和家长在使用中，有时
可能会存在登录及点击延时的现象，考生及家长可以错峰填
报，
不必担心。如有其他问题，
可以反馈至报名单位，
市高招办
集中汇总后将进一步完善。

本报讯（记者 王音 陈璠）昨天，在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第 117 场发布会上，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田寿涛介绍，
从即日起至年底，我市公安机关将在全市部署开展“雷霆四号”打
击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专项战役。
据了解，此次专项战役由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挂帅，以“发
案少，破案多，
群众损失小”
为目标，
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集中力量铲除一批黑灰产业链条，摧毁一批境内外犯罪窝点，
查处一批违法犯罪嫌疑人员。同时展开全覆盖、立体式宣传攻势，
全面剖析电信网络诈骗手段，集中开展进校园、进医院、进企业、进
社区、进市场、进农村的
“六进”
宣传，开展多媒体、多渠道、多角度、
多形式的反诈宣传活动。坚决遏制此类案件高发态势，紧紧守护
好人民群众的
“钱袋子”。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花样翻新，
常以热点问题编织新骗局。疫情
防控期间，
有大量谎称贩卖口罩等防疫物资的诈骗出现。自疫情防
控阻击战打响以来，公安机关加大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打击力度，连
续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869 起，抓获嫌疑人 218 人，止付冻结账
号 3029 个、资金 4091.34 万元，
封停电话号码 475 个、网址链接 383
个，
劝阻疑似受骗群众 5.16万人，
为群众避免经济损失 9.82亿元。

4 类主要电信网络诈骗需警惕

（一）冒充
“公检法”
类诈骗。
骗子以冒充“公检法”人员为手段，利用群众害怕的心理实施
诈骗。受骗人群主要以接触社会少、获取外界信息不多的人员居
多。此类电信网络诈骗危害最大、单笔涉案金额最高，动辄几十万
元甚至数百万元，有的受害者为此倾家荡产，社会危害极大。
（二）网络刷单类诈骗。
以刷单、兼职为诱饵，利用群众想兼职赚钱的心理实施诈骗。
受骗人群主要以在校学生，特别是通过网络兼职的学生为主。
（三）虚假网络贷款类诈骗。
利用人们急于在短时间内获取资金的心理实施诈骗。受骗人
群主要以不通过正规途径获取贷款且急需资金的人员居多。
（四）冒充
“领导”
类诈骗。
利用公司企业财务制度执行不严格的漏洞实施诈骗。受骗人
群主要以出纳、会计等财务人员为主。

防范“公检法”类诈骗 市民需牢记 6 点

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在
“防”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市民，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特别是冒充
“公检法”
类的电诈，
大家要牢记6点：
1. 公检法机关办案会当面向涉案人出示证件或相关法律文
书，不会通过 QQ、电话、传真等形式办案；
2. 公安机关不会在电话中通报当事人涉案的罪名，骗子多会
以非法入境、贩毒、洗钱等罪名引你入扣，
千万不要上当；
3. 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部门在办案过程中不会相互转接
电话；
4. 按照规定，公安机关异地办案会通报属地公安机关配合，
外地公安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直接开展案件调查；
5. 公安机关不会给你发送任何网页链接要求你进行个人信
息或资产认证，更不会通过网络给你发送“逮捕令”
“通缉令”等法
律文书；
6. 公安机关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更不会让公民提现
转账汇款。
此外，广大群众要多了解诈骗的手段手法，提高自身识骗、防
骗能力，遇事冷静处理。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要随意泄露电
话、住址、单位、家庭情况等个人信息。切实做到
“三不一要”
：
不轻
信、不透露、不转账，有疑问要拨打 110 报警。不要把电话卡、银行
卡售卖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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