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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河蔬菜批发市场发挥京津鲜菜园优势

加强防疫 全力保障农产品供应
本报讯（记者 庞俊彤）近日，针对国内
连续出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情况，武
清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强化政治担
当和责任担当，充分发挥京津鲜菜园优势，
统筹资源、上下联动，高标准做好农副产品
供应保障工作。 位于河西务镇的大沙河蔬
菜批发市场立即行动， 在保证防疫的基础
上，力保销售渠道畅通，为蔬菜供应稳定贡
献力量。
为全力消除疫情隐患， 河西务镇党
委、镇政府第一时间组织暂停大沙河蔬菜
批发市场集中交易，用时 4 个小时对近期
出入大沙河 蔬 菜 批 发 市 场 的 730 余 辆 次
车辆信息进行筛查。 他们对市场内部进行
全覆盖消毒和卫生整治，及时清运垃圾尾
菜、清理卫生死角，确保环境清洁，并推动
启动京津冀联协防机制，为周边北京市漷
县镇，河北省安平镇、五百户镇，武清区高
村镇、下伍旗镇、河北屯镇、大孟庄镇等镇

6 月 21 日，夏至，一场日环食精彩上演。
本次日环食发生期间，武清境内可以欣赏到
日偏食美景。据了解，这次日环食，是未来 10
年中国境内唯一的一次。 下一次要在我国观
看到日环食，需要等到 2030 年 6 月。

及本镇菜商、菜农制发车辆、人员出入证，
提前通知进场人员提供所在村街、社区开
具的健康程度和职业身份的证明。 同时，
该镇增派工作人员 6 名， 补强防控力量，
在市场恢复集中交易后，所有出入口均严
格执行测温、登记、扫码、查验健康码等防
控措施，对进入人员近期行程进行详细询
问，确保能够及时识别和管控。 此外，他们
在市场内安排专人巡查， 对于人员聚集、
不规范佩戴口罩等行为及时纠正，确保大
沙河蔬菜批发市场 6 月 15 日恢复集中交
易，减少疫情对蔬菜供应与菜农身体健康
和利益的影响。 6 月 15 日大沙河蔬菜批发
市场交易 蔬 菜 886 吨 、 交 易 额 310 万 余
元 ，6 月 16 日 交 易 蔬 菜 926 吨 、 交 易 额
275 万余元，6 月 17 日交易蔬菜 1286 吨、
交易额 281 万余元。
为进一步保证蔬菜供应稳定， 大沙河
蔬菜批发市场在保证交易环境安全的基础

上，多举措畅通销售渠道。 自 6 月 14 日开
始， 河西务镇农业服务中心和大沙河蔬菜
市场管理办主动向菜商推送介绍附近菜田
种植品种和位置，引导开展田间地头交易，
并主动与美菜网联系， 鼓励农村合作社开
辟疫情防控期间“线上”销售模式，推动河
西务蔬菜进驻线上商城。 他们积极与武清
“俺的农场”项目对接，邀请其在河西务镇
整合资源，建立农户加盟的种植采购、溯源
检测、净菜加工、物流仓储和农业电商一条
龙全产业链。 目前，“俺的农场”已在河西务
镇安排菜商经纪人开始收购蔬菜， 并与河
西务镇达成深度合作意向， 近日双方将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武清为全力保障农产品供应，
第一时间成立了全区稳产保供领导小组，
下设种植、养殖 2 个专项组，覆盖粮食、蔬
菜、水果、肉、蛋、奶各类农产品。 制定下发
了《天津市武清区特殊时期“菜篮子”保供

基地生产扶持项目实施方案》， 为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同
时， 武清组织区内农业专家， 加强技术培
训指导服务，积极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
升蔬果种植水平； 采用源头管理模式，加
大标准化生产及宣传、巡查、抽检力度，紧
盯关键环节， 做好产前、 产中和产后技术
指导，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在此基础上，
区协同办全面加强与相关方面沟通联系，
针对需求动员区内规模经营主体联动农
户，加大生产、扩大种植面积，充分保障蔬
果货源充足，力争多品种、高品质供应。 此
外， 武清充分利用区内规上农业经营主体
及现有渠道， 重点针对区内小农户产品滞
销现象，加强沟通联动，通过技术帮扶、销
售带动、 订单农业等方式， 帮助小农户抵
抗疫情冲击，实现防疫不减产、不减收，力
争形成长效机制，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
有效衔接。

夏至，日食奇观

本报讯 （记者 郝梁）6 月 19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倪斌带
队检查防汛工作并调研麦收情况。
倪斌一行先后来到二支渠雨
水泵站、防汛物资库、青龙湾河北
屯段进行实地检查，现场听取区
水务局、应急局负责同志介绍相
关情况，分析研判形势，进一步安
排部署防汛工作。 倪斌强调，防
汛备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坚决把抓好防汛工作作为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行
动，抓紧抓实各项防汛备汛措施，
确保全区安全度汛。 要切实抓好
责任落实，理顺工作机制，做到职
责明确、分工明确，协同作战，共
享信息，凝聚起做好防汛工作的
强大合力。 要精心完善各项应急
预案，加强分析研判和科学调度，备足防汛物资，强化预警预
报，落实防汛值班制度，确保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做到万无
一失。
随后，倪斌一行来到河北屯镇后洞上村麦收现场，走进田
间地头与正在抢收的种植农户和村干部亲切交谈，关切询问小
麦产量、收割和晾晒等情况。 倪斌强调，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
把
“
三夏”抢收、抢种和农田管理作为当前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来
抓，高效组织实施各项工作。 特别是抓住当前天气晴好的有利时
机，集中人力物力，努力克服各种困难，抓好抢收工作，确保小麦
适时收获、颗粒归仓。
副区长徐继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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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开发区 7 家
企业成市雏鹰企业
本报讯 近日，市科学技术局公示了 2020 年第一批、第二
批雏鹰企业名单，武清开发区 7 家企业入选。
武清开发区成为市雏鹰企业的 7 家企业分别是天津金匙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天津珞雍空间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天津普瑞
华盛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天津启赋贝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天
津市晟松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天津一米田地科技有限公司、天津
橡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据了解，天津市雏鹰企业评价工作旨在
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高成长企
业梯度培育，支撑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推动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
天、节能环保、精细化工、高技术服务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入
选雏鹰企业，标志着其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较高的发展潜力。
下一步，武清开发区将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强化科技
服务水平，定期开展政策解读和培训，以“五大创新平台”为抓
手，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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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天津市国资委驻石各庄镇
——
敖南村、西南庄村帮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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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特色农业
带领农民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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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司晨 通讯员 陈博
李金秋）近日，针对国内连续出现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情况，武清迅速行动，时刻绷
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强化“四方责任”，落细
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 始终把抓紧抓实抓
细常态化疫情防控作为做好各项工作的前
提，加强重点场所和机构防控，坚决阻断疫
情传播途径，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第一时间召开全
系统会议，充分认识到现阶段疫情防控的
特殊重要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全员进
入战时状态， 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
松劲心态。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根据市防控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切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强化责任落实 保障群众健康
指挥部要求，立即对委各单位职工和在院
患者及陪护家属展开全面排查，重点了解
是否在近一个月内去往相关地区，确保排
查工作做到全覆盖、不落一人，并稳妥做
好后续处置工作。 在此基础上，他们切实
做到精准施策，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针对
性预检分诊，安排有专业能力和经验的医
师充实预检分诊力量，在医疗机构醒目位
置张贴疫情情况通报，及时更新流行病学
史问询内容。 同时，守好第一道防线，叮嘱

就诊群众规范佩戴口罩，查验“健康码”，
持续监测有疑似症状患者，并严格按照接
诊流程处置。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升应对能力，进一
步严格发热门诊管理， 完善发热门诊功能，
安排数量充足的有疫情防控工作经验的一
线医务人员到发热门诊开展工作，对就诊发
热人员全部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落实对
重点人群
“应检尽检”的要求，切实落实病例
1 小时进行直报、12 小时反馈实验室检测结

■李汉东
文化部专家、国家一级导演、中国戏曲
导演协会常务理事宋强， 系武清南蔡村马
庄村黄家的后人，原名黄荣生。

著名戏曲导演 宋强
宋强性情豪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
生梨园世家， 中国戏曲是他心中特殊的美
学形态。 宋强的艺术境遇是特殊的，也是得
天独厚的。 三岁便随母亲（张正芳）到处
“
闯
码头”，开始了练功学戏生涯。 进入辽宁戏
校后，拜王奎昇、马元禄、王连平等为师。 最
终在李鸿宝、张德华等“严师”与“名师”的
传授中完成演员修业。 他成功扮演过《盗御
马》《赤桑镇》《打焦赞》《杜鹃山》《八一风
暴》《平原作战》《万水千山》 等剧目的主要
角色。
导演是戏剧综合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凭着灵性、 智慧，23 岁的宋强正式成为导
演，29 岁以特殊人才被引进长春市京剧团
任导演兼编导室主任。 他在中国戏曲学院

导演系深造，得到李紫贵、阿甲、郑亦秋、王
荣增、金桐、于虹等名家的传授。
宋强对传统坚守学懂、弄通、化用；对
舶来艺术坚持根据时代需要走民族融合之
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导演艺术风格。 他讲
究从形象入手，注意节奏和韵律，强调四功
五法，强调人物表演细腻与宏观并重。 他所
执导的剧目特征鲜明、情节紧凑，执导创作
过京、评、吉、平弦剧等具有影响力的剧目
80 余出，均摘取省部级以上最高奖项。 在
剧本写作中，《塔中塔》《振威将军》《合辑百
越》《风雪同仁堂》《楚汉春秋》等剧，或公演
近百场，或获得省部级汇演的最高奖项。
宋强执导的京剧《牛子厚》荣获京剧节
第六届至第八届金奖，2012 年度中宣部

果、24 小时完成流行病学调查。 此外，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做好检查督导工作，成立 4 个
督导组，对全区医疗机构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进行督导；继续加强医院感染控制，各医疗
机构进一步加强医务人员全员培训，严格落
实医务人员防护指南，加强就诊患者、住院
患者及陪护等人员管理， 发现异常及时处
理，降低院内感染风险。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张仲超表
示， 区卫生健康系统将时刻绷紧疫情防控
这根弦，妥善应对疫情防控新情况，发挥主
力军作用， 落实市、 区防控指挥部工作要
求，落细各项防控措施，抓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工作，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五个一工程奖”金奖，十大精品工程奖。 第
七届京剧节上由他编剧、 导演的湖北省京
剧院《楚汉春秋》和黑龙江省京剧院《月照
塞北》 分别献演， 第八届京剧节现代京剧
《脚印》以优秀剧目参演。 评剧电影《风起同
仁堂》首映成功。
宋强已从领导岗位退休， 但他宝刀不
老，精神矍铄，壮怀激烈。 至今，他还担任着
深圳世纪戏曲艺术研究院总导演、 北京戏
曲艺术传承院副院长等职。 他像勤劳的耕
牛一样，迎着夕阳为戏曲事业沤心沥血，不
知疲倦地耕耘不息。

武清人

■王司晨 许英杰 张浩然
近年来，为实现全镇贫困人口脱贫摘帽，市国资委驻石各
庄镇敖南村、西南庄村帮扶组（以下简称“帮扶组”）以发展特色
农业为抓手，坚持扶贫既要扶志又要扶智的原则，大力发展金
果梨产业化种植项目，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乡村振兴开辟
了一条新道路。
据了解，为帮助困难村脱贫致富，帮扶组按照石各庄镇“一
镇一业”发展方案，联合石各庄镇政府统筹敖南村的产业发展
资金，共同建设占地面积 180 亩的金果梨产业化项目，主要种
植沙澧特金果梨。 项目建成后，由村委会领办的合作社进行经
营，每年困难村按照出资比例获取收益分红。
在项目建设初期，村民对农业发展缺乏兴趣，对发展特色
农业心有顾虑。 帮扶组从转变思想观念入手，第一时间派出工
作人员与村民沟通，通过讲述农业发展的优势，列举致富事例
等方式，把村民的心结打开。 同时，帮扶组面向全体村民，开展
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带动村民掌握更多科学的种植技术，不仅
提升了村民的种植技能，还提高了农产品产量。
敖南村村民赵芳柏说：“通过种植梨树，政府给我们安排工
作，我们得到了收益，学到了技术。 同时，我们的生活水平也提
高了，日子越过越好！ ”为切实解决销售问题，更好地帮助农民
增收致富， 帮扶组联合石各庄镇政府积极与媒体进行对接，加
大宣传力度，并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组织企业参加各类农产
品展销会，逐步扩大销售范围。 同时，努力提升果品品质，加大
资金投入，对金果梨进行富硒，促进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 据帮
扶组组长张斌介绍，为保证工作取得实效，他们将把金果梨基
地打造成一个休闲农业基地，通过村“两委”班子和老百姓共同
努力，金果梨一定会产生最大的价值，让村民更好地增收致富。
下一步，帮扶组将继续与石各庄镇政府联手，扶植优势主
导产业，促进农村产业化结构调整。 同时，以提高本地区优质
水果供应能力、提高合作社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提高全镇
水果产业化程度和无公害生产水平为抓手，进一步发展壮大种
植业，推动水果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实现农民致富、农
业增效。

抗击疫情
决胜脱贫攻坚 推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