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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过后现彩虹
今起高温高湿天气回归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在台风“烟
花”影响下，津城的雨已经下了两天，
此次降水过程中，全市普降大暴雨。
随着“烟花”东移，今天开始高温高湿
天气迅速回归。

台风“烟花”减弱的热带低压从昨
天5时进入渤海湾以后，一直在渤海湾
停留，16时左右位置位于东经118°
07’，北纬38°04’，中心风力为7级。
随后，减弱为低气压向东北移动，将从
渤海中部辽东湾登陆东北，继而影响东
北地区。在其影响下，截至昨天16时，
我市普降大暴雨，全市平均降水量为
128.5毫米，最大降水量为225.7毫米，
出现在蓟州区安棋盘，最大小时降水量
为32.6毫米，出现在蓟州区黄崖关，市
区平均降水量为156.9毫米，最大降水
量为214.7毫米，出现在河北区容和
里。同时，气温也明显降低，昨天市区
最高气温仅为23.9℃，凉爽感明显。

昨天后半夜开始，随着台风“烟
花”东移，其对我市影响趋于结束。今
天白天，晴间多云，温度也会迅速回升
到33℃，不过由于前期持续降雨，我
市湿度比较大，高温高湿天气回归。
预计，今天傍晚还有一股冷空气会自
西向东移动，先后影响北京和天津，可
能会带来雷阵雨天气过程，但雨量分
布不均，并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
水，局地雨量将达暴雨，但局地也会有
不下的可能。进入8月，1日还将有雷
阵雨天气，2日、3日转为多云，且天气
仍然闷热。

本报讯（记者 王音）记者从市
水务局获悉，受强降雨影响，中心
城区产生宾友道等 8 处临时积水
片，东风地道等6座地道临时断交，
经中心城区 1300 名排水职工连夜
奋战，截至昨日 18时，中心城区主

干道路积水已全部退净，地道全部恢
复通行。

全市河道水库水势较为平稳，没有
险情发生。市水务部门将持续关注我市
汛情、雨情，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全力保
障我市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王睿）市防办经会商研究
决定，自7月30日18时起，解除市防洪Ⅳ级
应急响应。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台风“烟

花”已进入渤海海面，对我市影响明显
减弱，气象部门于7月30日 7时02分
解除台风蓝色预警、9时 03分解除暴
雨黄色预警。海洋部门于7月30日9

时解除风暴潮黄色预警，当前我市上
游及境内各河道水势、沿海潮位基本
平稳。市防办要求，各单位按照职责
分工和有关规定做好后续工作，蓟州
区继续做好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防
范，待确认安全后，回返转移人员，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我市解除防洪Ⅳ级应急响应

中心城区主干道路积水退净
全市河道水库水势较为平稳

雨后彩虹大美津城 高峰摄

（上接第2版）
8. 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三

条，修改为：“国家机关、公共服务单
位等公共机构，应当加强对本单位节
约用水工作的管理，在公共取水用水
处设置节约用水宣传标识。
“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开展

节约用水教育。
“新闻媒体应当加强节约用水宣

传，播放和刊登节约用水公益广告，
增强全民节水意识，营造节水氛围。
“鼓励单位和个人向节水主管部

门举报违法用水行为。”
9.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四条：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推动节水载体创建，对符合条
件的节水载体建设予以支持。”

10.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七条：
“本市鼓励开展节水技术和产品研
发，重点支持用水精准计量、水资源
高效循环利用、精准节水灌溉控制、
管网漏损监测智能化、非常规水利用
等先进技术及适用设备研发，促进节
水科技成果转化。”

11.将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九
条，修改为：“超计划加价收取的水
费、水资源费，应当用于实施节水措
施、科研培训及节水管理、宣传、奖励
方面的开支，不得挪作他用。”

12.将第五十条改为第五十三条，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有前款第二
项规定行为的，由节水主管部门约谈
其负责人，并限制其用水量。”

13.将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六
条，修改为：“洗浴业、水上娱乐业、游泳
场馆、人工滑雪场和高尔夫球场等取用
水未采取节水措施的，由节水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
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关于《天津市城市供水
用水条例》

1.将第一条修改为：“为了规范城

市供水用水活动，促进水资源节约利
用，保障城市供水用水安全，维护城市
供水企业和用水单位、个人的合法权
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2.将第四条第四款修改为：“发展改
革、规划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
设、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负责城市供水用水的相关管理
工作。”

3.将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市水行
政部门应当会同市发展改革、住房城乡
建设等部门，根据本市城市总体规划、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水资源综合
规划，编制全市城市供水发展规划。”

4.将第六条修改为：“本市实行有利
于城市供水事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城市
供水用水、节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
进技术，提升用水效率，提高城市供水
用水的现代化水平。”

5.将第十四条修改为：“城市供水企
业和自建供水设施对外供水的企业(以下
统称供水企业)，应当经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市场主体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供水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稳定的供水水源；
“（二）有符合设计要求的制水和输

水配水设施；
“（三）有符合国家城市供水水质标

准的供水水质检测报告；
“（四）有原水水质和供水水质检测

能力；
“（五）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

卫生许可证；
“（六）有合格的从业人员；
“（七）有保证安全、稳定供水的规

章制度；
“（八）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条件。
“自建供水设施的单位向本单位内

部提供生活饮用水的，应当符合本条第
二款规定的条件，接受市供水管理部门
的监督。
“供水企业无法继续经营的，应当

对用户用水作出妥善安置。”
6.增加一款，作为第二十四条第二

款：“对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鼓
励建设单位委托供水企业统一建设，合理
布置二次供水设施，促进节水节能。”
7.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单位用户

自行建设的二次供水设施，由单位用户负
责管理，也可以委托供水企业进行管理。
“新建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验

收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移交供水企业统
一管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原有居民住宅的二次供水设施，

其管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8.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二次供水

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
完好，保证水质、水压合格。在设施发
生故障时，应当立即进行抢修。
“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每半

年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经具
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水质检测，
检测结果向相关用户公布。
“二次供水水质受到污染时，二次

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立即组织清洗
消毒，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水质检测，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二次供水设施检修或者清洗消毒

需要停水的，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
当提前通知用户。”
9.增加一款，作为第三十条第二款：

“用户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供水企业交
纳水费，不得拖欠和拒付。”
10.删去第三十一条。
11.删去第三十六条。
12.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五条，

修改为：“用户需要安装消防防险设施
的，应当向所在区消防主管部门申请，
经批准后与供水企业签订消防防险用
水合同。
“用户非因消防需要不得开启消防

防险设施。发生火灾时，用户自行开启消
防防险设施，灭火后应当及时通知供水企
业重新铅封。需要试验用户内部消防防
险设施的，应当通知供水企业启封。”
13.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五条，

修改为：“建设单位因工程建设确需改
建、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的，
应当依法报经规划资源部门和供水管理
部门批准，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拆除、

迁移、改动或者损坏城市公共供水设施
和结算水表。”
14.将第五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九条，

修改为：“生态环境部门在城市供水水
源水质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通知供水
企业；水源水质发生重大污染的，应当
立即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15.将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二条，

修改为：“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供水
管道，在投入使用或者与城市供水管网
系统连接前，必须进行清洗消毒，经具
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水质检测
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16.将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五条，

修改为：“供水企业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供水管理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并可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供水管理部门
报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整顿：
“（一）不符合规定条件供水的；
“（二）供水水质、压力不符合国家

和本市规定标准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停止供水或者

未履行停水通知义务的；
“（四）未按照规定检修城市供水设

施或者城市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未及
时抢修的；
“（五）新建、改建、扩建的供水管

道，在与城市供水管网系统连接前未清

洗消毒的。”
17.将第六十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

改为：“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供水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并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违反治安管理有关规定的，由公安
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

统上直接取水的；
“（二）非因消防需要，擅自开启消

火栓和消防防险装置的；
“（三）绕过结算水表接管取水的；
“（四）改变结算水表正常计量的；
“（五）非法充值结算水表磁卡的。”

三、关于《天津市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法〉办法》
1.增加一条，作为第三条：“开发、利

用、节约、保护、管理水资源，应当坚持
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统筹规划、科学配
置、总量控制、高效利用，落实水资源刚
性约束制度，建立健全政府主导、部门
协同、市场调节、公众参与的机制。”
2.将第五条改为第六条，修改为：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水资源
条件，将淡化海水、再生水、雨（洪）水等
纳入水资源配置，建立多种水源联合调
度机制，统筹利用。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开发利用海

水、再生水、雨（洪）水，并依法保护其合
法权益。”
3.增加一条，作为第九条：“本市实

行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控制制度。市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本市用水总量和
用水强度控制指标，结合各区实际，制
定各区用水总量和用水强度控制指标，
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4.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

改为：“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
市地热水、矿泉水储藏情况和水资源状
况及用水实际需要，会同市地质矿产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年度地热水、矿泉水开

采区域及限量。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将地热水、矿泉水等地下水资源的使
用情况定期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取用已探明的地热水、矿泉水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向市水行政主管
部门办理取水许可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凭取水许可证向市地质矿产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采矿许可证，并按照市水行
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开采限量开采。
“本市严格控制在非地热异常区开

采地热水。”
5.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

改为：“开采矿藏和建设地下工程，因疏干
排水导致地下水水位下降、水源枯竭、地
面沉降或者地面塌陷，采矿单位或者建设
单位应当采取补救措施；对他人生活和生
产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6.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六条，

修改为：“使用水工程供应的水，用水户
应当与供水单位签订供用水合同，并缴
纳水费。
“供水单位应当为用水户安装经检

定合格的计量设施，其计量结果作为结
算水费的依据。”
7.将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七条，

修改为：“排灌站、排水闸涵等排水设施
用于防洪、排涝等公益性排水的，其运
行管理费用的筹集办法，由市人民政府
制定。”
8.将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三十一条，

修改为：“在非城市供水河道、渠道、水
库等水工程设施及水体从事旅游、航
运、体育、餐饮、娱乐等经营性活动的，
应当符合水功能区划和防洪、堤岸维护
及管理的要求，征得水工程设施管理单
位的同意。
“从事前款活动应当采取措施，防

止污染水体和破坏周围环境。”

四、关于其他方面的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上述

三部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作相应
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
公布。

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天津市节约用水
条例》等三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上接第2版）
第十二条 机关、群团组织、国有企

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公
务用餐管理，严格执行公务接待、会议、培
训、出差用餐标准，严禁公款超标准用餐。
公务用餐原则上实行自助餐，应

当按照快捷、健康、节约的要求，推行
简餐和标准化饮食，科学合理安排饭
菜数量。
第十三条 单位食堂应当加强食

品采购、储存、加工等环节的管理，建
立健全科学的加工、用餐管理制度；
在明显位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
杜绝浪费的标识，提醒适量取餐；对
浪费行为予以劝阻。
单位食堂应当实行自助或者按

计量收费的取餐方式。采用配餐供
餐的单位食堂，应当提供半份和整份
两种规格的套餐选择。
第十四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

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标准，积极采用符
合节约要求的有关标准，提供规范化
服务，防止食品浪费。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

置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杜绝浪费
的标识，提醒消费者适量点餐，不得
误导、诱导消费者超量点餐。
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诚信经营、

依法经营，明码标价，合理确定菜品
的数量、份量，为消费者提供半份菜、
小份菜等不同规格的选择。

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通过充实菜
单信息，明示菜品主辅配料、口味、份
量、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为消费者提
供点餐提示、公勺公筷和打包等服务。

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设置最低消
费额。

第十五条 提供自助餐服务的，应
当明示用餐规则，提醒消费者按需、少
量、多次取餐。消费者超量取餐的，由
消费者按照用餐规则付费后打包，收费
标准应当明示。

第十六条 网络餐饮服务平台应当
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按需、适量点
餐。入网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在餐品
浏览页面标注餐品份量、规格、建议用
餐人数等信息。

第十七条 从事餐饮服务的人员在
进行加工制作、传菜等直接接触食品的
工作中，应当规范佩戴清洁的口罩等卫
生防护用具，避免食品污染造成浪费。

单位食堂、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为
相关服务人员提供清洁的口罩等卫生
防护用具，督促其规范佩戴。

第十八条 鼓励餐饮服务经营者创
新服务方式，通过改进宴席和菜单设
计，优化备料制作流程，合理设置多种
菜品份量规格，推行分餐制等方式，引
导消费者文明节约用餐。

鼓励发展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
等经营模式，减少原材料浪费。

鼓励单位和个人探索研发减少食

品浪费的新途径、新方法、新业态，提高
食品资源利用率。
第十九条 学校等教育机构应当将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纳入学生道德与法
治教育内容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加强宣传教育，组织开展相关教育实践
活动，培养学生珍惜粮食、勤俭节约的
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对学生用餐的

巡查和管理，教育引导学生养成节约用
餐、杜绝浪费的文明习惯。
教育机构应当加强对食堂餐饮服

务的管理。选择外部供餐单位的，应当
将防止食品浪费作为引进、评价餐饮服
务的重要指标。
教育机构食堂或者供餐单位应当

结合学生性别、年龄、体质等情况，提供
安全、卫生、营养、符合生长发育需要和
口味需求的餐品，减少因年龄、体质等
个体差异造成的浪费。
第二十条 产生厨余垃圾的单位、

家庭和个人应当将节约理念纳入食品
采买、加工制作、服务的全过程，依法履
行厨余垃圾源头减量义务。
本市探索建立非居民厨余垃圾定

额管理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机关、
事业单位以及宾馆、饭店等相关企业在
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

中产生的厨余垃圾，应当按照国家和本
市有关规定支付相关费用。
第二十一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

采取措施，改善食品储存、运输、加工条
件，防止食品变质，降低储存、运输中的
损耗；提高食品加工利用率，避免过度
加工和过量使用原材料。
超市、商场等食品经营者应当对临

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出特别标
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
第二十二条 食品、餐饮行业协会

等应当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制定、实施
反食品浪费等相关团体标准和行业自
律规范，宣传、普及防止食品浪费知识，
推广先进典型，引导会员自觉开展反食
品浪费活动，对有浪费行为的会员采取
必要的自律措施。
食品、餐饮行业协会等应当开展食

品浪费监测，加强分析评估，每年向社
会公布有关反食品浪费情况及监测评
估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

当对消费者加强饮食消费教育，引导形
成自觉抵制浪费的消费习惯。
第二十三条 倡导家庭和个人按照

实际需求采购食材食品，采用适当方式
加工、储藏，减少食材食品浪费。
倡导家庭用餐采用分餐、公勺、公

筷等方式，培养文明健康用餐习惯。
倡导婚丧嫁娶、朋友聚会、家庭聚

餐等活动中从简用餐，抵制讲排场、比
阔气、搞攀比等陋习。
第二十四条 个人用餐应当按需合

理点餐、适量取餐、文明节约用餐，践行
“光盘行动”。

第二十五条 广播电台、电视台、网
络音视频服务提供者应当采用必要措
施，加强对网络相关信息的审核，及时
制止不良信息的传播。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应当遵守法

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弘扬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传播健康饮食文化，不得从事假
吃、催吐、猎奇等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
食的直播行为，不得滥用食材道具。
第二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

对食品浪费行为进行劝阻，或者向有关
部门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及时处理。
第二十七条 商务、市场监督管理、

文化和旅游、教育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食
品浪费行为的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健全
反食品浪费监管协作和联动机制，向社
会公开反食品浪费检查情况。
第二十八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规定，未依法履行
职责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所在单位
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
接责任人员，由有权机关根据情节依法
给予处理。

第二十九条 公职人员违反本规
定，有食品浪费行为，情节严重或者屡
教不改的，由有权机关根据情节依法给
予处理。
第三十条 单位或者单位食堂违反

本规定，造成严重食品浪费的，由相关主
管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负
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
有权机关根据情节依法给予处理。
第三十一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

本规定，未张贴或者摆放节约食物、杜
绝浪费标识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本规定，误

导、诱导消费者过度点餐造成明显浪费
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单位食堂、餐饮服务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未向相关服务人员
提供清洁的口罩等卫生防护用具并督
促其佩戴的，由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体工商户处五十
元罚款，对单位食堂和其他餐饮服务经
营者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违反

本规定，设置最低消费额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天津市反食品浪费若干规定

■本报记者陈忠权实习生张宝禧

昨天早晨6时30分，大雨中，一
辆灰色面包车稳稳停靠在河西区佟楼
一家菜店门前，司机马云鹏推开车门，
一声招呼，只见店员们举着雨伞出来
搬菜。店长对马云鹏说：“没想到下这
么大的雨，还来送菜，辛苦了。”马云鹏
笑着回应：“雨再大，市民不能没菜吃
啊，我们必须要送！”

马云鹏的菜田位于武清区河北屯
镇，昨天凌晨4时，大雨中，他就和菜农
们到大棚里采摘，然后装箱，用塑料袋
封好，5时装车向市区驶去。“因为道路
湿滑还有积水，车速不能太快，我们就
早起早出发，也是让市民早点买上新
鲜蔬菜，辛苦一点也值得。”马云鹏说。

连日来，为保证我市蔬菜供应充

足，涉农区很多菜农冒雨采摘，运往当地
批发市场销售。在武清区河西务镇大沙
河村、小沙河、东西仓等20多个蔬菜专
业村，菜农们冒雨把新鲜的蔬菜运往大
沙河批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

每天凌晨3时，武清区大沙河蔬菜
批发市场就开门营业，外面天黑，但市场
内却是灯火通明，菜农们开着农用三轮
车把蔬菜陆续运到市场销售。同时，来
自北京、天津市区、河北廊坊等地的车辆
也依次进场采购。

市场负责人李凤山介绍，为应对降
雨天气，他们建了6个面积为6000多平
方米的交易大棚，所有蔬菜都不会受到
雨水影响，在确保蔬菜完好的同时，也让
菜农和采购商避免雨淋。这几天，日蔬
菜交易量均保持在 200吨以上，还有
300吨的鲜食玉米。

风雨无阻，让市民吃上新鲜菜

本报讯（记者姜凝）昨天从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获悉，截止到7月30日，我
市五年制高职、中高职衔接、三二分段
类学校及专业批次录取全部结束，46
所学校共录取新生9189人，考生可登

录招考资讯网（www.zhaokao.net）查
询本人录取结果，也可向报考的招生学
校、所在区中招办或初中毕业学校了解录
取信息。预计8月3日前，考生可查询其
他各类中职学校批次录取结果。

我市五年制高职等学校及专业批次录取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