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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全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天津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现就禁
止露天焚烧行为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天津市静海区全境范围内为禁
止露天焚烧区域。

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露天焚烧
以下物质：

1.秸秆、荒草、落叶和祭祀物等产
生烟尘污染的物质；

2.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
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
气体的物质。

三、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子牙经开区管委会、城市管理委员会作
为禁烧工作执法主体，负责各自区域内
禁烧执法工作。

四、对违反本通告规定，有上述露

天焚烧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天津市
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等，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子牙经开区管委会综合执法部
门或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责令
改正，对单位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
罚款。
五、因露天焚烧行为，过失引发火

灾，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第六十四条第二项之规
定，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六、因露天焚烧行为，造成人员伤

亡或者财产重大损失的，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放火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过失造成前者情形的，以失
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七、对不听劝阻，故意露天焚烧，拒

绝或阻碍禁烧行政执法人员执行职务
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规定，以阻
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
行为，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
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八、全区已启动环保监察智能化平

台，凡发生焚烧行为，相关部门将依据
视频监控资料立即启动倒查机制，依法
追究点火人的法律责任。
九、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预防火

灾、报告火警的义务。任何单位和成年
人都有参加有组织的灭火工作的义务。
十、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诉、举报在

禁烧区内的露天焚烧行为。
监督举报电话：
静 海 区 城 市 管 理 委 员 会 ：

28930505；

静海镇人民政府：28942891；
梁头镇人民政府：68969045；
王口镇人民政府：28836179；
台头镇人民政府：68131190；
子牙镇人民政府：28859314；
沿庄镇人民政府：28850168；
唐官屯镇人民政府：68360001；
陈官屯镇人民政府：68761000；
西翟庄镇人民政府：68371140；
大邱庄镇人民政府：28876887；
蔡公庄镇人民政府：68565827；
杨成庄乡人民政府：68651232；
大丰堆镇人民政府：68663013；
良王庄乡人民政府：68120168；
中旺镇人民政府：68531094；
独流镇人民政府：68815045；
双塘镇人民政府：68865014；
团泊镇人民政府：68504012；
华康街道办事处：68163150；
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68276815。
十一、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天津市静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
天津市静海区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
2021年1月30日

关于禁止露天焚烧行为的通告

王福奎，1922年5月出生于静海县独流镇建设
大队（街）。1944年参加革命，1945年转入中国人
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8旅23团4连。他每
次战斗都冲在前面，曾5次负伤。

1947年，在解放石家庄战役的石门战斗中，他
担任尖刀班班长。在突破内市沟时，他登着两层人
梯，抓住耷拉在沟壁上的一根电网线向上攀登，生锈
的铁蒺刺进手掌，钻心的疼痛。他咬紧牙关，第一个
攀上沟沿，第一个打响了冲锋枪。当时他率五六名
战士占领突破口后，处于孤立境地。此时，敌人从
正、侧两面断墙的窟窿里冲出二三十人，并不停地
喊：“抓活的！抓活的！”随着喊声，扑到王福奎面前
的一个敌人端起刺刀就刺。王福奎躲过敌人的刺
刀，趁敌人来不及还手的一刹那，冲到敌人沟墙的工
事上，端起冲锋枪，一梭子子弹打出去，扑上来的敌

人应声倒下，剩下十几个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战士们趁势占领地堡。此时，敌
我双方均杀红了眼，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压过来，一百余名敌人从左前方兵营里拥
向突破口，王福奎的帽子被打飞，头上鲜血直流，但他仍顽强还击敌人，同战友们
浴血奋战，直到打退敌人的反冲锋。战后王福奎荣立特等功。

1949年12月，时任排长的王福奎在平津战役中壮烈牺牲 ，年仅27岁。

李振书，1919年出生于静海县王口镇大瓦头村
的一个贫寒家庭。由于连年遭灾，食不饱肚，她14岁
就做了本镇一个商户人家的童养媳，饱尝了封建礼教
的辛酸和旧生活习俗的禁锢。1944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她接受了“关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教育和新
思想的影响，为了寻求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
毅然离家，投身革命。
李振书在党的培养下，经过多次战斗的锻炼和

考验，成为一名出色的“地下女尖兵”。1945年，担
任中共静海县第二区妇联主任。在共同的革命战斗
中，与区武装部部长齐长贵结为“战地情侣”。
1946年6月，驻子牙镇小邀铺村的地方工作组

织为了早日争取王口的彻底解放，组织宣讲团到敌
占区开展工作，李振书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临产的

日子里，向组织迫切要求执行这次“前宣”任务，在开展工作时，不慎被国民党反
动派逮捕。被捕后，敌人提出：只要自觉声明退党，马上还她自由。她坚定地回
答：“我活着是共产党员，死了仍然还是！”敌人又用她腹中的孩子做文章，劝她回
乡做个“守道之妇”，李振书义正词严，列举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条条罪状，反问道：
“何为妇道？”国民党大城县县长林啸天、国民党静海县第四区区长季鸣皋哑口无
言。在解放王口战斗打响之前，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地于1946年6月13日对
李振书等7名共产党员下了毒手，李振书身中10枪，英勇就义，连同腹中的孩
子，也被残忍杀害。

张 子
威 ，1893
年出生在
静海县静
海镇三街
的一个商
人家庭，自
幼饱读诗
书，兼学中
医，受中国
传统的儒
学教育，奠
定了爱国
爱民的人
生观。

1937年春，张子威放弃教师和名望
颇高的中医职业，毅然离家投奔中共冀
中军区第三军分区敌工科，负责电台工
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解日伪
军的活动，分区指派张子威回静海县城
建立隐蔽情报站，并任站长。1938年深
冬，张子威来到县城内老家，以教员身
份为掩护来往于县城内外，秘密搜集大
量的敌情报，传递给三分区敌工部。并
先后在城南杨李院村开辟小片根据地，
扩大情报员队伍。1942年初，张子威的
长子张达、次子张玉华，同时参加了津
浦支队。

在津浦支队开辟静海县敌占区工
作期间，张子威按照支队的要求，为支

队提供日军情报做好内线工作。由于
他工作积极主动，被日伪军觉察，派特
务跟踪盯梢。1944年4月，被日伪军抄
家后，他被迫携全家搬到宫家屯村暂
避，继续开展抗日斗争。他带领张达、
张玉华伪装成鱼贩，到周庄子与西路情
报员接头，带领邓秀田、张玉成到萧家
坟与东路情报员接头，将一份份情报源
源不断的送往军分区和津浦（津南）支
队。他获知一家地主在天津市区藏有7
支步枪愿交我军，便化装成孝子起灵，
进入天津，连夜将枪支运交津浦（津南）
支队。为解决根据地急需的油印机、油
墨等物，他通过内线在天津买好，让张
承惠（张子威义女）化妆成新娘出嫁，用
被褥把物资裹成嫁妆送到根据地。他
把日伪军要到双窑一带抢掠的情报及
时上报，津南县大队在双窑村设伏，打
的300多日伪军狼狈逃窜。

为躲避敌人搜捕，张子威全家居无
定所。1945年11月25日，国民党自卫
团长刘继武率10余人到砖垛、湾头一带
村庄收粮抢钱，在王虎庄村发现了张子
威父女，将其逮捕，押到小薛庄村进行
审讯逼供。张子威忍受酷刑的折磨，坚
贞不屈，一字不说。12月29日张子威
父女被移送到天津监狱看押。在狱中，
张子威几次受审都是大义凛然，屡斥顽
敌，并组织狱中难友进行绝食斗争。在
长期经受残酷的折磨下，张子威于1946

年1月28日在狱中牺牲，时年54岁。
张子威在长期的斗争中，记载了不

少日寇、国民党反动派在静海犯下的累
累罪行，还写了一些富有爱国激情的诗
篇，由于斗争环境的残酷，未能保存下
来。至今只有两首诗作凭其妻邓秀田
回忆、口述，流传下来。其一为1937年，
日寇发动“七·七”事变时，张子威激愤
至极而作。诗为：自“七、七”起烽烟，民
艰国难更空前。拼将热血驱狂虏，光复
中华奠轩辕。另一首是张子威牺牲后，
邓秀田在其遗物中发现的。诗为：叱咤
风云运计谋，身陷囹圄不低头，生而何
欢死何惧，为党捐躯更无求。

张达，
张子威烈
士 长 子 ，
1925年出
生，中共党
员。1940
年，参加革
命，任冀中
军区三分
区交通员，
为我军分
区出色的
传送了很
多 情 报 。
1942 年

秋，调入津南支队某班担任班长，他每

次战斗都冲锋在前，利用机智同敌人展
开一次次较量。1944年9月的一天上
午，他独自化装成农民在西小站一个岗
楼内俘虏敌人数十人，被津南支队誉为
“孤胆英雄”；后随军改编，任六十三军
五六三团三营教导员，在解放石家庄的
战役中先后5次立功。1948年6月21
日，在平津战役古北口战斗中光荣牺
牲，年仅23岁。

张 玉
华，张子威
烈士次子，
1927 年出
生，中共党
员。 1942
年随父亲
在冀中军
区第三军
区敌工科
担任侦察
交 通 员 ，
1944 年调
入津南支
队，后随支

队编入六十三军五六三团三营任警卫
排长，他先后4次立功受奖，在解放石
家庄战斗中，两次负伤仍坚持不下火
线。1948年5月18日，在平津战役昌
平县上下店战斗中献出了自己年轻的
生命。

董健民，静海区（县）蔡公庄
镇刘祥庄人。1939年春，16岁的
董健民在他的叔父、中共地下党
员董秋斯的带领下，与两个姐姐
一起南下，辗转参加到抗日救国
行列中。1940年，她们姐妹来到
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同年，
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

董健民调到中共中央社会部机要
科任机要员，她怀着满腔热情，圆
满完成各项工作。1942年，她和
在机要科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钟
琪在枣园窑洞里举行了婚礼，并
发誓“誓与密码共存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
中央作出了争取东北、建立巩固

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定，并成
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董健民和
钟琪夫妇受党组织派遣到东北
局工作。

1946年10月，董健民和钟
琪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孩子从延
安出发，在交通员的护送下先
到烟台，然后准备乘普通商船

经渤海湾去大连。途中由于叛
徒告密，当商船驶进渤海水域
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舰的炮
火拦截，他们的孩子被弹片击
伤。接着，敌舰逼近商船，荷枪
实弹的国民党军警准备登船大
搜查，危急时刻，董健民迅速作
出抉择：宁可牺牲全家人的生
命，也不能让党的机密落入敌
人手中。他们把密件销毁后，
把被弹片击中的孩子搂在怀
中，一家三口紧紧抱在一起，毅
然跳进大海，壮烈牺牲。董健
民时年23岁。

李振书：双身烈女

董健民:用生命守住党的秘密

王福奎：石门战斗英雄
一门三英烈：张子威 张达 张玉华

张子威 像

张达 像

张玉华 像

董健民 像

王福奎 像

李振书 像

日前，静海镇金海园社区开展民法典宣讲活动，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对《民法典》的知晓率和认知度，营造人人自觉学
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王琼琼 摄

本报讯 （记者刘芳 通讯员肖楠）日前，静
海镇禹洲尊府党群服务站党支部联合区妇联、区
妇女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党支部开展
2021年第一个主题党日活动，通过讲党课、义诊
等方式，提升党员积极性与参与度，携手共建美
丽和谐新社区。

禹洲尊府党群服务站始终将增强社区居民
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目标，不断健全管理和服务
体制，持续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让居民在参
与中收获幸福。活动中，社区党员们一同学习
公开课，大家仔细听讲，认真思考。课程结束
后，大家表示，通过重温新党章，提高了自身的
理论水平。随后区妇联禹洲最美家庭工作室党
员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讲座，把疫情防控、养生
保健等知识向在场党员进行了讲解，并提供义
诊服务。禹洲尊府党群服务站党支部书记、站
长都可易说：“在今后的社区治理中，将充分发
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让更多的党员和
群众参与到社区共建中来。”

禹洲尊府党群服务站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张鹏 陈泽宇)喜庆的春联、红火的“福”字……春节临近，区文
化和旅游局、区书法家协会组成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在王口镇义和村举办主题为
“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通过写春联、送祝福活动，给予基层发展再
上新台阶的美好祝愿。

王口镇义和村党群服务中心内飘满墨香，来自静海区文化志愿者服务队的
书法家们饱含创作热情，挥毫泼墨，各显身手，尽情创作，铺纸、蘸墨、落笔，一气
呵成。一副副春联，一张张福字代表着“幸福”“福气”，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随着群众的文化需求不断提高，我们的书法队伍也越来越壮大，为群众服务的
范围越来越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静海书法家协会秘书长于浩泳说。写
福字、送春联的习俗源远流长。每逢春节临近，书法家志愿者们就带着笔墨走进
基层村街，用真心书写祝福，用笔墨传递文化,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
用文明健康的文化活动营造积极向上、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书法家志愿者开展新春送“福”活动

本报讯 (记者徐爱丽 通讯员赵增艳)连日来，西翟庄镇积极开展燃煤使用
情况摸底排查工作，杜绝燃煤现象发生，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一大早，西翟庄镇散煤治理行动小组深入杨小庄村村内的住户和工厂进行
摸底排查，同时向居民宣传禁煤知识，引导大家增强环保意识，使用清洁能源。
据了解，针对冬季采暖的特殊性，该镇成立了散煤治理行动领导小组，扎实推动
工作落实，并多次联合镇市场监管所、派出所等部门对镇域内散煤售卖点，外来
流动散煤车和外来户比较多的安庄子村，以及商户比较多的西翟庄村进行全面
细致的排查。截至目前，累计排查商户、养殖户以及居民住宅户5000余户，共
收缴燃煤3.74吨，拆除炉具烟囱45套，实现了燃煤排查的全覆盖。今后，该镇将
继续加大散煤治理力度，广泛宣传，强化社会监督，畅通举报渠道，构建社会共
治格局，坚决打好散煤“清零”攻坚战。

西翟庄镇开展冬季燃煤使用排查

本报讯 (记者靳巍巍)日前，天津农商银行静海中心支行原址重建项目投
入使用，不仅为推进普惠金融服务和静海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更为服务“三农”
事业和实施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抓手。

作为扎根本土、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天津农商银行静海中心支行始终
坚守国有金融企业主责主业，通过拓展服务“三农”、小微、实体经济的覆盖面和
深度，做细做实服务静海区域经济发展各项工作，将支农支小、服务社区、服务实
体经济作为重点，扎实做好资金组织、信贷投放等中心工作，做到业务规模“上数
量”、发展成果“有质量”。此次天津农商银行静海中心支行崭新亮相，标志着本
土金融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该行将继续保持便
民、利民、惠民的特色和优势，创新金融产品，打造普惠品牌，持续形成助推静海
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天津农商银行静海中心支行
原址重建项目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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