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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价保供，我们在行动 捐款1000万元助天津抗疫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本轮疫情
发生后，京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方案，调动资源，保障我市防
疫及民生物资充足供应，同时对所有场地、设备、包裹及车辆
实行全天候消杀，创造安全的购物环境。
据悉，京东健康在保障疫情防控消杀类商品供应的基础上，

紧急为天津等地用户开启了24小时免费在线问诊服务专区，用
户打开京东App或京东健康App，搜索“义诊”即可进入专区页
面，向呼吸科、中医内科等多个科室医生发起在线咨询，目前专
区覆盖京东健康近20个疾病科室。
连日来，京东七鲜超市的蔬菜、瓜果、肉禽蛋、粮油、米

面等保民生商品每日订货量均为平时的4倍，价格维持平日
水平。

■ 本报记者 廖晨霞 通讯员 石乔

12日，位于南开区海光寺的家乐福超市，店长杭蕾正在
统计当天各类农产品的售价情况。“大白菜每斤0.99元，大葱
每斤4.38元，菜花每斤3.99元……”我市突发本轮疫情以来，
物资供应和物价水平备受市民关注。目前各类市场供应和物
资保障情况怎样？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当天上午9时，南开区广开菜市场里，市民张先生买了一兜
土鸡蛋，“家里鸡蛋吃完了，其他东西都不缺，离市场近我们随吃
随买。”市场工作人员介绍，近日来与平日相同，每天早上6时30
分开门，晚上7时关门。“每天客流量正常，供应都能跟上。”

记者现场看到，货架都装得满满当当，产品种类也丰富，
覆盖了日常所需。

中午12时，位于烈士路的西营门菜市场内，大部分摊位
都没休息。“往年春节前价格也会稍有上涨。今年草莓、哈密
瓜还比前两天便宜了。每天早上7时卖到晚上7时30分，感
觉市场状况和前两天没太大区别。一会儿我们等通知去做第
二次核酸筛查，回来我还接着卖，不能断了供应。”商贩韩颖
说。市民董小姐30多分钟就买好了需要的东西，“市场每天
都上新货，随吃随买，没必要囤货。”
“市场整体运行平稳，价格稳定，市民采购不必担心。”南

开区商务局负责人介绍，全区肉、蛋、盐、菜、奶、瓶装水、方便
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储备应急体系已建立，库存丰沛，一旦需
要，将启动应急预案，确保储备商品快速投放。

连日来，南开区商务局积极组织辖区内商贸流通企业早
备货、多备货，干部点对点迅速下沉到重点超市、菜市场，抓监
测、明底数，全力保障群众生活必需品的有序供应。

■ 本报记者 岳付玉

在“硬刚”奥密克戎的战场上，人们
再次看到一组熟悉的身影：“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泰达洁净，以及倾
力处理医疗垃圾、生活垃圾的泰达环保，
它们同属于天津上市国企“领头羊”泰达
股份。

在天津经开区西区，那个在2020年疫
情期间成为全国焦点的泰达洁净公司里，
生产早已满负荷运转，七条熔喷线火力全
开，员工三班倒昼夜无休。
“85后”赵国闽在疫情一开始就驻厂

工作了。几天来，这位生产部部长一直忙
着，让设备处于最佳状态，使生产有序高
效进行，同时及时调整订单，把天津、河南
等地的订单优先保供……“作为技术人
员，在家乡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我们理

应站出来。”他说。
疫情当前，口罩是刚需。口罩好不好，

关键看滤芯（熔喷布）。泰达洁净出品的“泰
达芯”，是当今我国最优质的口罩滤材。该
公司也是多个国家口罩（包括儿童口罩）标
准的主要编制单位。连日来，赵国闽和他的
同事们除了抢产“泰达芯”及“泰达童芯”熔
喷布之外，也夜以继日地生产成人口罩和儿
童口罩。

疫情当前，泰达环保第一时间启动防控
专项应急预案，力保生产运行24小时不停。
泰达环保所属津南、武清、宝坻三个在津项目
均高效运行。公司克服部分员工隔离在家、
硬件配备不到位等困难，在保证安全前提下，
一人多岗，多措并举，近百名员工吃住封闭在
厂区，日处理垃圾量约2050吨，其中，包括我
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定点医院海河医院的垃
圾处理。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通讯员刘
宝兰）昨天，天津长芦汉沽盐场将具有
消炎、杀菌功能的“漱口盐”紧急装
盒，作为“爱心”送到社区一线抗疫人
员手中。

在天津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作为
国家001号食用盐定点生产企业，天津汉

沽盐场迅速成立应急小组，随时沟通和
解决车辆运输、人员出行、原材料供应等
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其旗下的食用盐公
司生产现场，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24小
时连续生产运行。目前，长芦汉沽盐场
芦花牌食用盐的生产、供应准备充足，价
格稳定。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连日来，大港油
田储气库群抗疫情、保生产，克服受疫情
影响人员不足等困难，在班员工24小时轮
岗坚守一线，实现地下所属9座储气库全
部正常采气生产，保障京津冀天然气安全
平稳供应。

特殊时期，8支党员“保供突击队”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带头申请24小时驻扎生产
一线。截至目前，大港油田储气库群今冬采
气已突破11.2亿方，日采气量最高达2654
万方，为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及京津冀千家
万户温暖战“疫”提供了有力能源保障。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 通讯员 张沛

君 史伯文）8日以来，全市国有企业干部
职工迅速层层压实责任，把疫情防控和相
关支撑保障工作抓紧抓实、抓严抓细，国
有企业真正成为关键时刻听指挥、拉得
出，危急关头冲得上、打得赢的队伍，发挥
出了“压舱石”“顶梁柱”作用。

全市各级国有企业争分夺秒抢调度，
全力满足疫情期间市民对水暖热气、粮油
蛋奶的需求。

食品集团迅速发出公开信，承诺“货
源充足，价格稳定”，旗下各食品企业启动
应急机制，自有直营店、专卖店和菜市场
延长服务时间、畅通线上渠道，实施平价
销售，守护好津城百姓“菜篮子”“米袋
子”。目前库存总计已达26万余公斤，其
中大米18万公斤，面5万公斤，油3.5万公
斤，且每日新增备货量达3万公斤，有力确
保米、面、油、肉、蛋、奶、蔬菜等食品供应

充足、市场价格平稳；能源集团提前准备，
按照保障运行运转的最低人数设置到岗
人数，每岗位实施AB角制，关键重要岗位
实施ABC三个班次，最大程度确保稳定运
行保供和窗口服务质量；水务集团所属各
水厂、泵站、水库运行单位立即启动封闭
运行管理程序，持续落实公共办公区和生
产运行区域（含生活区）的防疫措施，并与
属地防疫部门、所属街区建立联动机制，
针对医院等重要单位的单独供水制定保
障预案,确保人员、物资、车辆、设备、通信
到位。

国资国企还努力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全力以赴保持生产经营稳定
运行，为做好“六稳”“六保”工作贡献国资
国企之为。渤化集团所属天津新氢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加氢母站一期项目竣工达产后顺
利运行，年产能可达约1600吨，为北京冬奥会
氢燃料电池用氢提供保障。

■ 本报记者 万红

数九严寒，冒着凛冽的海风，昨天一早，中国石化天然气
分公司天津LNG接收站（以下简称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
站）运行处工艺运行三班班长常慕锟，就与值班工程师司明政
一起带领外操师傅，开始了对码头运行设备关键部位的逐一
巡检。
“越是寒冷极端天气，越要仔细检查每个设备运转情况，

我们每两个小时就去现场巡检一次。现在正是疫情防控关键
时期，能源供应一定得跟上。”常慕锟说。

检查火检仪器、疏通相关设备加碱管线……结束巡检回
到中控室，还没来得及喝口热水，常慕锟和司明政就接到了二
期码头气相臂需要更换新压力表已经到站的消息，又立刻起
身赶往现场。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位于滨海新区南港工业区，是
华北地区天然气调峰保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轮疫情防控是
场‘硬仗’，站里第一时间就做到了关键岗位人员全部到位，大
伙儿干脆封闭式管理吃住在站里，24小时值班生产保供应。”
该接收站总经理刘景俊介绍。

海边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低温挡不住中国石化天津
LNG接收站奋战抗疫保供第一线的热情。近几日，该站
气化外输量稳定在每日约4000万方。1月9日至1月13日
8时，该站累计接卸液化天然气 13.2 万吨，气化外输天然
气1.8亿立方米，为区域疫情防控提供了充足能源保障。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荣程集团通过荣程普济公
益基金会确定向天津抗疫一线捐款1000万元，助力我市“硬
刚”奥密克戎。首批500万元昨已捐给津南区红十字会，另有
500万元即将用于支援我市多项抗疫工作。

本次疫情发生后，荣程集团第一时间与津南区和市防疫
指挥部联系，快速启动抗疫物资筹备和捐赠工作。据介绍，该
集团此次捐赠立足一线最急切、最实际的需求，重点用于支持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和生活在封控区、管控区、防范
区内的困难群众。

截至目前，荣程集团首批50顶防疫帐篷、2.4万罐腊八
粥、1万片暖身贴已送往津南抗疫一线，另有6万片暖身贴已
经送至滨海新区全部26个街区，用于一线防控人员取暖。与
此同时，依托集团自有“为你来”等平台，荣程集团还迅速在津
南有关区域开展蔬菜水果、防疫物资、生活日用品等民生套餐
配送服务，售价远低于市场价格。

荣程普济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张君婷表示，作为扎根津南、
立足天津的企业，荣程集团将疫情当命令、视防控为责任，在
自身疫情防控工作抓实抓好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助力
天津早日战胜疫情。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近日，市商务局
向海吉星、红旗、金元宝以及京邦达、淘菜菜、
每日优鲜等50多家重点商贸企业发出感谢
信，对其投身抗击疫情，保障全市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轮疫
情突发后，我市各大批发市场、商场超

市、菜市场、电商企业等市场保供主体积
极响应政府号召，克服需求增加、人员短
缺、出行不便等困难，主动履行社会责
任，迅速投身保供一线，加大货源组织，
积极投放市场，保障了我市生活必需品
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满足了全市1400万
人民的生活需要。

市商务局

向重点商贸企业发出感谢信

■ 本报记者 吴巧君

“8日以来，他们真的太忙了，忙得睡
不上囫囵觉。”昨天，记者采访市工信局这
几天防疫物资保障及协调解决各产业链、
供应链断点堵点问题时，得到相关处室如
此答复。

市工信局是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物资
生产保障组和复工复产组两个组的组长
单位，负责全市防护服、口罩、护目镜、额
温计、呼吸机等医用防护用品的生产保障
和全市工业企业的运行保障，督促指导各
区、功能区协调解决企业在疫情中遇到的
问题。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我们就赶往

津南区了解疫情防控情况，并迅即启动应
急预案，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仓库进
入战时状态，成员单位人员全部上岗，24
小时值班，及时保证货物快捷出入库。”
市工信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谷云彪对记
者介绍。

按照市防疫指挥部要求，我市各区要
保障本区域防疫物资的需求，在医用防护
服、医用防护口罩、隔离面罩等出现不足
时，由位于空港的市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
备仓库给予补足。
“我们在2021年 12月中旬针对两节

提前做好预案，把卫生应急物资储备量
从原有标准提高了40%。12月底，原有标

准的140%物资已全部储存到位。我们在
今年1月7日前完成了对各区、功能区的
医用防护物资储备情况全覆盖检查，所
以8日发生疫情时，各区防疫物资储备充
足；我们也一直在对全市22家防疫物资
生产企业进行产能产量的核查以及质量
的抽验，以备不时之需，打‘有准备’的
仗。”市工信局生物医药处处长李学杰对
记者说。
“我们还第一时间推出疫情防控

工作专班制，16 个保供保产工作专班
围绕医用防护用品的生产、配货以及
与各区、功能区的统筹协调等问题深
入防控一线。这个协调包括省级的协
调，比如与周边京冀鲁等省市物流的
协调；各区之间的协调，比如滨海新
区有的企业坐落在西青区，出现疫
情，企业人员进出的问题；区内封控
区、管控区、防范区之间的协调。”市
工信局经济运行处副处长张博伟向记
者介绍。

记者在市工信局提供的一份“保障
产业链上重点企业疫情期间运输畅通”
清单上看到，截至发稿时，市工信局会
同市发改委、市科技局梳理出信创、集
成电路、车联网、绿色石化、生物医药、
汽车等 12 条产业链上 300 余家重点企
业畅通运输的需求，保障企业生产和运
行不断。

市国资国企

发挥“压舱石”“顶梁柱”作用

市工信局

企业保供保产 打“有准备”的仗

大港油田

地下9座储气库全部正常采气生产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

“漱口盐”送到抗疫一线

河西区三水道菜市场商户们增加土豆、洋葱、冬瓜等耐储的蔬菜，蔬菜水果品类齐

全，价格平稳。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市交通集团分批投入120部车辆为我市分拨中心等点位运送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

百姓“菜篮子”供应运输。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秦思 摄

昨日，由天津鹤童老年福利协会

执行，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爱心网友支援

天津温暖家园行动启动，首批筹集的1万

套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抵达天津。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北辰区爱心企业天津天辰物流股

份有限公司24小时全员上岗，将医用口罩、

防护服等医疗物资及时运送到防疫点位。

本报记者 刘玉祥 摄

作为天津市发热门诊、隔离点生活垃

圾的处理单位，泰达环保全力保障民生，极大

缓解了医院在疫情期间的垃圾处理压力。

本报记者 赵建伟 摄

荣程集团

全方位服务助力抗击疫情

京东

每天都上新 随时买不囤货

市场探访

“能源供应一定得跟上”

LNG接收

满负荷生产“泰达芯”全闭环处理医用垃圾

在我市抗疫物资重点企业泰达洁

净公司，熔喷布和口罩生产线全线开动，

保证抗疫物资的供应。

本报记者 王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