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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东丽区加大重点区域疫
情防控力度，各部门联防联
控，齐抓共管，严格落实防
控措施，坚决筑牢疫情防
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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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卫健委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工作部
署，加强社会防疫指导和防疫宣传教育，普
及预防知识和防治措施，切实筑牢辖区卫
生安全防线。

一是做好新冠疫苗接种。截至8月
21日24时，东丽区累计接种新冠疫苗首针
695446剂次，二针505613剂次。全人群
接种率为81.14%；12—14岁人群接种
13674剂次，接种率85.14%；15—17岁人
群接种17051剂次，做到应接尽接；18周
岁以上人群接种664719剂次，接种率为
91.06%，其中 60 周岁以上人群接种
118300剂次，接种率为75.40%。

二是做好重点人员排查。今年年初，
区卫健委集中安排机关工作人员成立排查
专班，开通长途电话34部，随时负责对重
点地区来津人员紧急排查。六个排查组与
公安东丽分局排查专班联合，形成常态化
工作机制，确保重点地区来津人员6小时
排查完毕。按照“快、全、准”要求认真做好
中高风险等重点地区来津人员排查管理工
作，排查率达到100%。

三是做好核酸检测筛查。7月20日
以来，区疾控中心完成集中隔离人员核酸
检测1357人次，检测确诊患者的密接、次
密接人员60人次，检测重点地区返津人员
307人次，对机场边检人员、医务人员、看
守所、留观组、运输组、冷链食品监管和快
递从业人员等重点行业部门核酸检测
6655人次。同时完成了医疗机构、冷链等
重点场所的环境样本检测1907份。检测
工作为疫情的有效监测及疫情早查早控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8月份以来，开展机场及周边人员、建
筑工地从业人员、金钟菜市场人员、“七小”
行业从业人员及家属等不同人群核酸大筛
查4次，共计完成人群筛查78969人，检测
结果全部为阴性。

东丽医院、中医医院积极承接社会化
检测任务，先后为中航油、军粮城电厂、中

天建设集团、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鑫汇洋
冷库等企业人员开展集体核酸检测服务；
为天津滨海机场工作人员开展一周两次的
核酸检测。

四是做好留观指导辅助。东丽区疾控
中心配合留观组为多个酒店设计流程，做
好应对疫情爆发备用留观酒店的确定工
作。加强对留观酒店防疫工作监督及技术
指导，对酒店消杀、服务人员隔离、工作人员
隔离、医疗垃圾管理等环节提出要求，同时
派出医务人员，对留观组工作人员和酒店
服务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培训，对穿脱防护
服、消毒等工作进行指导和把控。

自2020年初，某酒店作为入境人员医
学隔离留观酒店，一直承接着入境人员、海
河医院出院患者及无症状感染者等重点人
员隔离工作，交叉感染风险极大。为自查
防疫风险点，早发现早行动，建议将这个留
观酒店被留观人员统一转运更址，并对该
酒店开展科学、精准、全面、彻底的消毒与维
修，最大限度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隔离酒
店内传播。为此，卫健委专门为该酒店制
定了留观人员转运工作方案，确保疫情防
控无死角。

五是做好机场疫情防控。组织区疾控
中心加强对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疫情防控工
作监督指导检查，对机场重点区域进行强
化督导。协助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对疫情防
控环节全面梳理，查找问题，指导机场制定
整改措施并督导整改工作落实。成立机场
疫情防控工作督导专班，自8月10日起进
驻并对机场防控工作每天进行随机检查。

六是做好医疗机构院感防控工作，对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委属医疗机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民营医疗机构进行从上到下
全覆盖、高频次检查督导。

七是做好社会活动防疫。严格大型活
动疫情防控预案审核，指导相关部门落实
人员健康监测、公共场所消毒、发热人员应
急处置等疫情防控措施。

区委政法委社会维稳组紧盯当前疫
情防控重点任务，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
全、护稳定各项任务落实，全面做好社会
面整体、居家隔离、交通运输三大管控任
务，夯实疫情期间治安防控体系，坚决防
止疫情反弹，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

一是开展“三项行动”，维护社会大局
安全稳定。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专项行动，切实压降矛盾纠纷类警情，防
范发生涉疫恶性案事件、公共安全事件、
重大群体事件；持续开展网上动态巡查管
控行动，加强网络管理，严防网络谣言；着
力开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行动。

二是紧盯“四个重点”，建立居家隔离
“全周期”管控闭环。坚持滚动式排查，确
保无死角、全覆盖，坚决杜绝中高风险地
区来津、返津人员脱管漏管。强化居家隔

离、观察人员信息化管理，确保精准管控
到位，严格居家隔离、观察人员轨迹管理，
进一步加强对各小区出入口物业安保人
员的培训，确保其能够随时关注、掌握居
家隔离、观察人员基本信息、行程路径和
交通方式。紧盯街道社区防控，狠抓“双
码查验”落实落地；构筑群防群控严密防
线，通过流动宣传车“小喇叭”广播、平安
小课堂、走访入户等方式，引导居民群众
主动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强化自我保护；
及时发布疫情防控通告，让群众知晓居民
应遵守的各项防疫法定义务和拒不执行
防疫要求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聚焦治安
复杂地区，紧盯各类密闭娱乐场所排摸关
停。目前，全区棋牌室、麻将馆、桌游室
226家已经全部暂停营业。

三是突出“三清一强”，确保交通运

输、管控双到位。深入开展机场周边集
中清理清查。公安东丽分局在机场周边
每日设置岗位4处，已经完成对机场内
部14家公司740名员工的人员核查登
记工作。全面开展路面清理，全力维护
东丽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有力推进疫
苗接种点周边秩序清理，确保交通秩序
正常，各接种点在接种高峰期均未发生
堵塞等交通问题。强化疫情防控运输保
障队伍建设，保证运输队伍能够随时拉
得出，用得上。

下一步，社会维稳组将做实强化督导
检查、强化矛盾纠纷调处、提升风险预警
处置能力、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等项工
作，努力实现疫情防控和维护社会稳定工
作无死角、全覆盖。

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安排，
区运管局迅速行动，采取有效措施，切
实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坚决阻断疫
情通过道路运输环节传播。

一是堵短板补漏洞，做好接驳护送
工作。为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
作，机场接送组吸取外省市经验教训，
堵短板补漏洞，做到无缝管控，做好各
项疫情防控接驳护送工作任务。

机场接送组由区分管领导任组长，
运管局负责人任副组长。设置3个接
送小组，每小组配备10名干部，接送组
成立专班、设定专人，每日24小时在驻
地值守待命，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来津的
需要进行医学观察的人员接驳、护送工
作，形成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处、科级干部带头，各小组按职责职
能全力落实的工作机制。

接送组积极与区卫健委、机场联络

服务组、工信局、留观组、机关事务管理
中心、公安特警队等多个成员部门沟通
协调物资保障、车辆保障、人员安置等
工作，对上游机场组、下游留观组做好
点对点沟通协调，做到入境人员不漏
管、不失管、不脱管，实现接收、转运、
安置全闭环管理，确保各项工作无缝
衔接。

二是紧盯出行风险点，筑牢疫情防
控线。加强公交首末站、高铁站及行业
企业的防控工作。对东丽行政区域内
的23个公交首末站、高铁站及行业企
业进行指导检查，督促各运营单位落实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加强路面防控检查。在重点路段
派驻执法队伍，重点检查过境客运车
辆，督促落实消杀、通风措施，重点检
查过境客运车辆。发现问题及时通报
区防控指挥部处置。加强滨海国际机

场出租车待客点防控，督促驾驶员落
实佩戴口罩、对车辆的消杀、通风等防
控措施。

强化冷链物流运输车辆管理，督促
企业定期组织重点岗位从业人员进行
核酸检测。督导道路运输企业健全完
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强化从业人员管
理，备齐防疫物资。

对全区运输企业全面摸排，凡是
经营业务涉及外省市的运输企业，必
须建立出行信息台账，凡是经过中高
风险地区的人员，回津后第一时间报
告所属街道和运管局主管部门，依据
要求进行隔离。

定期到重点企业开展督导检查，对
防控工作开展不力、整改迟缓的企业启
动问责机制，督促整改落实。对工作人
员履职不力的进行处理，以铁的纪律保
障疫情防控措施落地见效。

区商务局全力做好生活必需品供
给，保障突发疫情、极端天气条件下蔬
菜“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
确保人民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一是在完善《东丽区生活必需品
供给应急预案》和《关于应对极端天气
生活必需品保供的应急补充预案》的
基础上，动员区内大型超市、批发市场
签订应急物资储备协议，将 5家企业
纳入应急供给企业，加大生活必需品
货源组织和市场投放力度，提高应急
供给保障能力，确保全区生活必需品
市场供应不脱销、不断档。

二是加强监测调度，定期实地检
查。为进一步降低自然灾害和极端天
气等突发性事件对生活必需品市场供
应的严重影响，保障粮油、食盐、食糖、

鸡蛋等重要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充
足，区商务局启动对保供企业物资储
备的定期监测，随时掌握市场储备情
况，一旦发现重要生活必需品断供现
象，及时向区政府和市商务局报告，及
时申请调拨市级储备物资投入市场，
保障供应。同时，成立保供专项检查
组，深入区内保供企业检查生活必需
品供应情况，要求保供企业多渠道准
备货源，确保粮、油、肉、蛋、菜、禽、奶
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三是围绕物资调运、投放实施开
展生活必需品应急演练，通过演练查
找疏漏，及时整改，确保一旦发生疫
情和其他突发事件，最大程度保障群
众在疫情防控期间生活必需品供应
充足。

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市场价格监
督检查力度，切实保障全区防疫物资和
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秩序平稳。

一是加强市场监督管理，确保生活
必须品的储备和保障市场供应。选定
9个大型超市、市场和药店作为价格监
测点，全面检查药店、超市、重要农产品
市场价格波动情况。经过检查，没有发
现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破坏市场秩序
的行为，查处虚假宣传案件2起，有力
地震慑了违法行为，维护了市场秩序。

二是疫情防控与维护市场秩序相
结合。围绕药店、饭店、小超市等商户
落实防控措施，加强商业点位巡查检
查，严厉打击市场外溢、清理占路经营
等行为，针对督查通报的问题，第一时
间抓整改，行政约谈商家36家，停业整
顿30家。

三是强化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共
摸底150家进口冷链食品生产经营单
位，包括冷库6家、生产单位7家、经营
单位 137 家，冷链从业人员共计 609
人，接种率达到100%。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反复研究、细
化举措、压实责任，从紧从严落实机场
及周边地区疫情防控措施。

一是严格机场区域疫情防控。机
场组、人员接送组、留观组、疫情处置
组“组组联动”，确保实现入境人员机
场调度、人员接送、隔离留观、医疗处
置全闭环管理。疫情处置组、机场组
扩大机场区域核酸检测范围，增加检
测频次，配合做好核酸检测、环境消
杀、垃圾转运工作；疫情处置组成立
派驻机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负责对
机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常态化督导
检查，及时发现并堵塞机场疫情防控
漏洞。

二是强化机场周边企业疫情防
控。企业防控组督促企业落实疫情防
控主体责任，做好测温验码、环境消杀
等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对重点从业
人员和场所做到核酸检测全覆盖，对

未接种疫苗人员一对一开展动员，确
保应接尽接。对服务外包人员实行全
闭环封闭管理，对机场与外围区域实
行硬隔离，避免人员交叉流动。

三是开展专项清查行动。社会维
稳组对机场外围村庄、企事业单位、私
人诊所和“九小”场所登记排查，对机
场分局推送的居住在东丽区的有关机
场工作人员及其同住人员开展落地核
查，全面摸清外围实有居民底数。全
面开展机场周边固定点位盘查和机动
巡查，对外省车辆、垃圾清运车辆严格
按“三必查”要求盘查核验。

四是升级周边社区管控措施。在
不影响居民出行的基础上，周边区域
所属街道合理设置居住小区和老村台
出入卡口，安排专人测温、查验“健康
码”“接种码”，排查重点地区返津人
员；利用宣传栏、大喇叭、广告牌等形
式广泛开展疫情防控宣传，提醒群众

做好个人防护；强化卫生清整、垃圾清
运和环境消杀，做到宣传到位、管控到
位、消杀到位。

五是机场联络组做好境外航班接
驳、组织机场公司及关联企业进行核
酸检测、疫情防控检查、区域内企业
员工疫苗接种、进口货物外包装及运
输保洁人员的管理五个方面的工
作。完成493个入境航班、10万多名
乘客的分流转运；安全有序完成区域
的筛查工作，同时做好每周两次约
3600名机场工作人员常态化筛查；将
区域内的 177家企业分为三个片区，
每天进行常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对整改不力的进行约谈；完成区
域内 45609 人疫苗接种工作，接种率
97%；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区卫健
委进行业务指导，集中管理区域产生
的垃圾，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确
保管理到位。

建设工地人员流动性大、来源广泛、作业聚集，是疫情防控的重点领域。如何筑
牢建设工地疫情防控的铜墙铁壁？日前，记者来到东丽区中冶建工军粮城二期仁静
家园项目现场看到，工地上工人们戴着口罩和安全帽正在岗位上紧张忙碌。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建设工地实行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建设工人实名制，对进
场人员实行每日体温检测登记和“健康码”“接种码”核验，落实“一人一档”制度，要
求施工人员在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每日做好通风、消毒等工作。工地设立了巡
查制度，现场安全员一旦发现有工人摘口罩，会立刻上前提醒。工地项目部配备了
足量的口罩、消毒液、体温检测设备、防护服、一次性手套等防疫用品，储备充足、管
理有序、取用便捷。 （翟鑫彬 摄）

东丽区图书馆加强疫情防控措施，对分布于全区社区周边的“阅东方”城市书房
疫情期间调整开放时间，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做好读者体温检测，“健康码”“接
种码”“行程码”的查验和信息登记工作。同时加强书房及归还图书的消毒频次，保
障广大读者的健康安全。 （翟鑫彬 摄）

天钢公司是东丽区域内重点混
合所有制企业，是一家集焦化、烧结、
炼铁、炼钢、连铸、轧钢等生产工艺为
一体的大型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年
产铁、钢、材分别为550万吨、650万
吨和700万吨。

2019年以来，企业通过全新的
体制改革和管理机制创新，生产技
术指标屡创新高、经营业绩持续攀
升。截至 2020 年年底，公司铁产
量、钢产量、材产量分别比混改前的
2018年增长 53%、68%、78%；销售
收入提高62%。在环保升级方面取
得突破性进展，秉持“环保投入不设
上限”的原则，公司斥资 30亿元实
施环保改造升级和治理项目29项，
2020 年全年减排量（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1800多吨，减排幅度
之大前所未有。厂区环境和职工精神
面貌焕然一新，员工人均收入增长
30%。今年上半年，公司又创造了各
工序产量、利润、纳税的最好历史水
平。缴纳税金2.5亿元，超过去年全年
水平。今年公司致力于双A企业创建
工程，即在环保创建A类企业的同时
申请 3A旅游景区，预算投资 5亿元，
开工建设环保治理项目9个。

从生死泥潭到凤凰涅槃，企业在两
年多时间里经过混改的洗礼，实现了华
丽转身，树立了天津市和东丽区混改企

业的新标杆。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东丽区委、区政府、无瑕街道给予
的全力支持。无论是混改之初实现
平稳过渡的关键时期，还是疫情最
严峻的时刻，以及受历史遗留问题
影响企业快速发展受阻之时，东丽
区及无瑕街都给予了企业巨大的支
持和真诚的帮助。优质的营商环境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使企业能够
心无旁骛、轻装上阵。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
院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做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天钢公司将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发扬企业家精神，争
创一流企业，勇于探索创新、诚信守
法经营、承担社会责任、拓宽视野格
局，在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创造新的业绩，为东丽区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生酮饮食”成了很多想要
减肥者的捷径。生酮饮食就是少吃
甚至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吃适量
的蛋白质。这种饮食模式可以消耗
脂肪、阻止脂肪合成，以达到减肥的
效果。这样或许能让你的体重降下
来，但长期如此可能会对身体造成
损害，甚至引发其他疾病。

生酮饮食增加多种疾病风险
高脂肪饮食增加了患心脏病、

癌症、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症多种
疾病的风险。且有种种副作用，包
括脱发、便秘、女性月经不调、疲劳、
头疼、恶心、皮肤变粗糙等。

长期生酮饮食可能会造成以下
影响：

影响组织修复 ；肠道功能受
损；造成营养不良；引起“酮”中毒，
出现恶心呕吐、呼吸带烂苹果的味
道、脱水、休克、头痛、头晕、嗜睡，严

重则出现昏迷、大脑缺氧等表现；导致
肾结石的形成；带来心血管疾病；增加
患癌风险。

如何科学健康控制体重？
一是吃够5种营养素。必要的糖

类，每人每天至少要摄入 100克的碳
水化合物，相当于 150克左右的大米
或小麦（生重）。B族维生素,特别是
B1和B2的摄入。维生素C,运动过程
会产生大量的活性氧自由基，会对机
体造成氧化损伤,维生素C可有效清
除活性氧自由基。铁、锌、铬等矿物元
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可以促进肌
肉对脂肪的燃烧效率，提高运动的减
肥效果。

二是选择清淡烹调方式。平时可
以尽量选择清蒸、白灼等烹饪方式，有
助于减少脂肪的摄入，操作也更简单。

三是避开4种“高能菜”。在外就
餐时尽量避免“水煮”“干锅”“干煸”

“咸蛋黄焗”等类的菜，这些都是高油、
高盐、高脂的菜肴。

四是少吃高能零食。将其替换为坚
果、酸奶等。不要早餐对付、晚餐大吃大
喝，上班族尽量自备午餐，少点外卖。

五是吃对主食。用豆类和薯类来
替代一部分精白米面，在主食里加点
杂豆。吃蒸红薯、土豆等食物时，一定
要扣减米饭、馒头之类的主食。

六是吃肉优选禽类和鱼虾。禽肉
和鱼虾脂肪含量较低，利于控制热量，
建议适当增加禽肉和鱼虾摄入，降低
畜肉比例。吃鸡、鸭肉时最好将皮去
掉。皮肤脂肪含量高达50%，可谓一
口皮半口油。

（区疾控中心 供稿）

区卫健委：落实防控要求 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区商务局：确保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区市场监管局：抓好疫情防控 做好市场监管

区委政法委：采取有力措施 全面做好社会面疫情防控

区运管局：落实常态化防疫措施 阻断交通运输环节传播风险

有关单位：从严从紧落实机场及周边地区疫情防控

天钢公司发扬企业家精神
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生酮饮食”法减肥是把双刃剑

健康生活

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建设施工两不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