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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交通拥堵 优化城市路网

津南区又添两条“民心路”

刊登广告或公告致电
2852 0482

本报讯（记者 王彤）道路是城市发
展的动脉，更是群众关心关切的大事。
今年，津南区将咸水沽镇新兴南路南华
路——南环路段、金茂路王家场小学
——南环路段列入区级“民心工程”，6
月份已经全部进入施工阶段。两条路
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城市交通路网，提
升城市承载能力。
为满足群众出行需要，在新兴南路

的修建过程中，规划道路宽度达到16
米，并划分出车行道和人行横道，安装
道路交通信号灯、路灯等配套设施。记
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已经开始进行场
地平整和排水管道开挖工作。

金茂路是南华路和南环路之间的
一条南北向的“通道”，长久以来只是一
条200多米的土路，但该条道路紧邻咸

水沽第七小学、丰达园小区及海河工
业园区，早晚高峰道路交通堵塞几乎
成为常态。此次修建道路不但打通了
南华路和南环路之间的“通道”，还与
海河工业园区进行连通，道路全长约
239米, 红线宽度30米，当前已完成
道路清表及管道开挖，正在进行排水
管道铺设工作。

两条道路在建设的同时，在路下铺
设雨水污水、自来水、燃气等一些配套的
管线。同时在修建过程引入海绵城市
的理念，所有道路的铺装都采用了透水
砖。建成以后，一方面能够有效减轻红
旗路单行给咸水沽镇南北方向的交通
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缓解
津歧路早晚高峰拥堵的问题。两条道
路预计将在年内完工通车。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七月初正值
水稻分蘖末期—拔节初期，也是二化螟
等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时期。连日来，津
南区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积极推动
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采用植保无人机
喷雾器，对3万余亩水稻进行第一阶段
飞防作业，打响了小站稻“绿色防控”的
保卫战。

在八里台镇揽众家庭农场的水稻
种植区上空，技术人员操作着的植保无
人机，正开足马力、有条不紊地对1680
亩稻田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喷洒。半空
中，无人机的机翼呼呼作响，稻田如水
面般快速波动翻转，雾状的药滴被均匀
地覆盖到作物面上。仅仅几分钟，十几
亩稻田的飞防工作便顺利完成。
“以前没有统防统治的时候，我们

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通
过实施统防统治，做到病虫害的早预
防、早发现、早治疗，不仅节约成本,提
高产量，效益也大幅增加,省心又省力，

还得实惠。”揽众家庭农场负责人李学
治感慨地说。

据了解，被称作农业病虫害统防统

治工作“神器”的植保无人机，每天每台
的飞防作业量能达到1500亩，工作效
率是人工施药的30倍，不仅在很大程

度上解放了生产力，而且通过全自助
GPS定位，基本不会出现重复喷洒或者
漏喷的现象，比人工施药更加高效、安
全、节约。今年，负责全区水稻统防统
治工作的实施单位——天津市惠政顺
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又添置了4
台最新型的T30植保无人机，通过科技
手段加强统防统治，为小站稻丰产丰收
保驾护航。
“T30植保无人机最大的优点是

增加了撒肥的功能，进一步减轻了农
户的体力劳动。”天津市惠政顺达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立栋介
绍说，“此外，它的各方面功能也比以
前更加优化，它的下压风比较大，可
以把药直接喷到作物的根部，而且叶
的反面同样可以着药，进一步提高了
杀虫率。”

实行统防统治是切断农作物病菌
传播途径的有效手段，按照“片区统筹、
就近实施、连片作业”的原则，区农业农
村发展服务中心科学合理划分了统防
统治区域，同时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深入
田间地头，采取蹲点包片、进村入户等
形式开展病虫害防控技术指导服务。
截至目前，全区已完成防治面积近2万
亩，占统防统治任务的60%，预计7月
中旬可完成全部防治任务。

津南区积极推动专业化统防统治

“绿色防控”构筑小站稻防害屏障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无人机植保作业 刘静男 摄

二、抗旱排涝责任人
负责范围 责任人 职 务

全区排涝工作 邓光华 区 长
双港镇 于示川 双港镇镇长
辛庄镇 傅春有 辛庄镇镇长
咸水沽镇 魏桂有 咸水沽镇镇长
双桥河镇 王增宇 双桥河镇镇长
葛沽镇 倪正明 葛沽镇镇长
八里台镇 朱凤起 八里台镇镇长
北闸口镇 张明熠 北闸口镇镇长
小站镇 莒和通 小站镇党委书记
双新街 李明月 双新街道办主任
双林街 高 勇 双林街道办主任
海棠街 王志杰 海棠街道办主任

街镇名称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八里台镇 朱凤起 刘 缨 田洪顺
北闸口镇 张明熠 曹钧鹏 普富玉
小站镇 莒和通 岑怀城 付学智
长青办事处 赵士信 ----- -----
双新街道办 李明月 邢洪瑞 王先亮
双林街道办 高 勇 周则虎 李松伦
海棠街道办 王志杰 ----- 李金强
农业园区 张 毅 ----- -----
开发区 张国艳 ----- -----

防汛值班电话

街镇名称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双港镇 于示川 刘志农 马金亮
辛庄镇 傅春有 沈俊青 都光辉
咸水沽镇 魏桂有 祁树强 王 彬
双桥河镇 王增宇 燕志旺 尹华枝
葛沽镇 倪正明 孟祥冀 李建军

津南区相关堤段防汛行政责任人及
抗旱排涝行政责任人名单

一、相关堤段防汛责任人
负责范围 负责人 职 务
全区防汛工作 邓光华 区 长

(一)海河右堤津南区段
双港镇堤段 于示川 双港镇镇长
辛庄镇堤段 傅春有 辛庄镇镇长
咸水沽镇堤段 魏桂有 咸水沽镇镇长
双桥河镇堤段 王增宇 双桥河镇镇长
葛沽镇堤段 倪正明 葛沽镇镇长

(二)津南区段的外环河、大沽排水河及本区二级河道
双港镇域内堤段 于示川 双港镇镇长
辛庄镇域内堤段 傅春有 辛庄镇镇长
咸水沽镇域内堤段 魏桂有 咸水沽镇镇长
双桥河镇域内堤段 王增宇 双桥河镇镇长
葛沽镇域内堤段 倪正明 葛沽镇镇长
八里台镇域内堤段 朱凤起 八里台镇镇长
北闸口镇域内堤段 张明熠 北闸口镇镇长
小站镇域内堤段 莒和通 小站镇党委书记

2021年津南区街镇防汛三个责任人名单

2021年津南区各类防汛责任人及值班电话公示

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单位
防汛办
住建委
水务局
运管局
农业农村委
双港镇
辛庄镇
咸水沽镇
双桥河镇
葛沽镇

电话
28399103

28392342

28392694

28510142

28391826

28581842

88532223、88532225

88915857、88915880

88515703、88659373

28690055

单位
八里台镇
北闸口镇
小站镇
长青办事处
双新街道办
双林街道办
海棠街道办
农业园区
开发区

电话
88521590

88538495

88819566、88615089

28224211

28575592、28575586

88309519、88309501

88522915、88522919

28752875、28559911

88519533、88739898

津南区全力应对汛情

闻“汛”而动 筑牢“安全堤”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 董莹莹 刘文

姝 鲁瑾 通讯员 秦国华）针对此次持续
时间长、过程雨量大、暴雨范围广的降
水过程，津南区周密部署、统筹协调，各
部门提前备战、多方联动，第一时间落
实防汛措施，以“迅”应“汛”，进一步筑
牢防汛“安全堤”。

按照市、区统一部署，津南区水务事
务中心河道管理所工作人员接到预警后，
迅速前往重点河道及周边点位进行一线
巡查，特别是针对闸涵、破堤、非法排污等
情况加大巡查力度，确保河道堤防安全。
“我们即刻对33座区管闸涵以及

180公里河道堤防进行了再次巡查，目
前区管闸涵全部启闭正常，180公里河
道堤防也不存在安全隐患，可以确保安
全度汛。”津南区水务事务中心河道管
理所所长马顺利介绍说，他们还积极与
天津海河金岸投资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进行对接，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
周边河道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排水泵，确
保会展中心的防汛安全。

此外，为避免可能出现的强降雨给
河道带来的排水压力，津南区水务事务
中心排灌管理站提早做足防汛准备，从
11日下午4点开始，开启部分泵站闸
坝，全速运转进行排水作业。

各镇街按照防汛应急预案，立即启
动防汛排涝各项程序，应急防汛人员全

员在岗，所有物资储备到位，确保雨前
设备物资完备，雨中设施正常运行，雨
后积水及时排清。

小站镇提前谋划，对镇域、园区以
及农村河道的积水进行腾空，为储水调
蓄做好准备；对相关设备、线路进行了
排查、检修；临时调配8套排水泵、排水
管道备用。镇域内所有泵站可根据管
道水位、流量情况，实时调节开启、关

闭，确保发挥功能和效应，全力保障镇
域小雨及时排除、大雨限时排除。

为应对汛期暴雨，中铁十八局集团
北京公司天津项目部积极部署应对，全
体上阵，开展建筑工地巡查，对起重机
械、工棚、脚手架、基坑等重点部位进行
全面排查，地下室基础6台排水泵做好
排水连通工作，确保排水顺畅。坡道采
用沙袋堆积，防止地库进水。

津南区应急指挥中心第一时间向
各成员单位、关键环节、重要行业发布
了防汛防灾应急预案，要求各点位结合
自身情况，合理安排人力、物力，并将防
范情况实时上报，汇总后，区应急指挥
中心随时调派人员协同处置。

一边做好组织调度，一边做好物
资储备。在常规储备基础上，今年，
津南区还与坐落于海河科技园区的赛
维阳光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协
议，依托企业生产的高效率、可移动
的排水、救援设备，共同推动汛期排
涝工作。

近年来，随着排水管网、海绵城市
等相关工程的加紧建设，津南区的城
市排涝能力逐渐增强。下一步，在智
慧化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的大背景下，
防汛工作也将被纳入到智慧管控体系
当中，目前正在紧张筹划中的升级版
应急指挥系统，将有效提高防汛工作
的科学性。

区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宋幼彧介绍
说，系统大屏建成之后将增添气象功
能，把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现象，以及
降雨雨量、风力级别实时向全区发布，
扩大预警作用。另外，系统还将把相关
救援队伍、成员单位纳入其中，实施统
一调度，为全区处置突发事件给予精准
的数据支撑，提高防范水平。

小站工业区增设临时排水点加大排涝力度 刘文姝 摄

智能管理严巡控 科学处理高效率

津南首个花园式垃圾转运站运行
本报讯（记者 董莹莹）作为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首展期间的指定垃圾转
运站，咸水沽镇垃圾转运站项目通过绿
色环保、智慧化、高效率的处理方式，圆
满完成首展期间垃圾转运任务，充分发
挥了津南区首个花园式垃圾转运站的
服务功能。

该转运站位于咸水沽镇建设五支
路和丰泽七大道交口，占地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投资金额 4000 多万

元，之所以被称为花园式垃圾转运
站，是因为它不仅绿化覆盖率达
45%，而且装有高功率污水处理设备
以及全方位的除臭系统，转运全过程
无洒落、无污水。

相较于普通的垃圾转运站，该项目
的智能化程度较为突出，可实现全自动
化操作。在生产管理房二层，一块监控
屏就能够实时呈现压缩转运车间里的
运行状况，此外，各处理设备的动作信

息、动力系统、液压系统压力、工作状态
等数据也统一链接到一套垃圾压缩系
统，工作人员只需按动鼠标便能完成
操作，省去了以往繁琐、近距离的巡控
环节。

该转运站项目辐射范围为咸水沽
镇、海河教育园区以及国家会展中心
（天津），服务固定人群达50万人。尽
管服务半径较大，但单次处理量可达70
吨，这都得益于该项目的智能化设计和

科学现场布局。该项目共设两个封闭
卸料口、四个转运平台，可满足8个压
缩箱轮流作业；同时设有垃圾车辆专用
栈桥，与转运车辆分道而行，转运过程
井然有序。尤其在首展期间，该转运站
还经受了大量人流、物流的考验，圆满
完成垃圾转运任务，实现了日产日清，
日处理垃圾达200吨左右。
“针对下半年展会频次增多，入伏

后含水垃圾增多的问题，咸水沽镇垃圾
转运站的责任会更大。”城市管理委干
部刘广超说，“区城市管理委从两个方
面着手：第一，继续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的前端分类工作，实现到达转运站的垃
圾都是其他垃圾；第二，规范车辆进出
站秩序，保证车辆的车容车貌，提高工
作效率。”

首创暖山社区科普体验馆揭牌

让全域科普向基层延伸
本报讯（记者 于素懿）日前，辛庄镇首创暖山社区举办“奇妙科技、津彩少年”科

普体验馆揭牌仪式，进一步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推动全域科普向基层延伸。
仪式上，市科协与区科协相关负责同志共同为首创暖山社区科普体验馆

揭牌，并向新成立的科普体验馆赠送了党史知识、科学防疫、食品安全等多方
面的科普图书百余册。

揭牌仪式结束后，孩子们来到科普体验馆，在互动体验中感受科技的美妙
与神奇。

“最美家庭”百日成长活动启动

津南区开展专题培训

解读新修订行政处罚法
本报讯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将于2021年7月15日正式
施行。近日，津南区司法局组织全区行
政执法人员开展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专题培训会，培训会采取
现场培训和远程视频培训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全区相关单位行政执法人员、法制
审核人员、执法监督人员以及部分执法
协勤人员在分会场参会。

培训特邀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
教授、硕士生导师、津南区政府兼职

法律顾问魏建新授课。魏建新教授
从行政执法的视角，深刻剖析了新修
订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从界定处
罚概念和完善处罚种类、处罚适用范
围、处罚程序及合法要件等方面对此
次行政处罚法修改的主要变化进行
了详细解读，对于指导全区执法人员
准确把握新法对依法行政提出的新
任务、新要求，提升执法能力具有较
强的指导意义。

（人民检察院供稿）

本报讯 7月13日，津南区妇联与小
站镇联合举办“永远跟党走 家风代代
传”建设最美家庭百日成长活动。“最
美家庭”代表，小站镇各社区、村妇联干
部，部分家庭代表以及妇女群众共100
余人参加活动。

活动在津南区最美家庭联盟服务
队合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快闪”中拉开了序幕，整场活动采取播
放视频课程、读书分享与现场体验相结
合的形式，与现场家庭共学家风家教知
识，指导家庭如何涵养优秀家风家训，
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营造家家争创成长
型最美家庭、共建全国文明城区的良好
氛围。

（区妇联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