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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文并摄

1月17日上午，河西区大梅江菜市场
里的顾客并不算多，商户王君和妻子李书
贞整理着当天凌晨新进的蔬菜，红红绿绿
的颜色将菜摊填得满满当当。
“洋白菜、肉、酸奶……”49岁的王君

说话带着山东味儿，他拿着手机仔细核对
前一晚微信群里顾客下的订单，准备送货
上门。这个群是王君专门建起来的，其中
大多是住在菜市场附近的老人，行动不是
很方便，一条信息、一个电话，夫妻俩就会
安排免费送货。除了自家的蔬菜，市场里
的其他商品也能帮忙捎上。

大梅江菜市场服务周边十多个社区，
为了保障疫情防控期间和春节前的市场
供应，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商户都增加了
进货量，王君两口子也不例外，每天都从
批发市场拉来500多公斤的蔬菜，数量几

乎是平时的一倍。
“现在我这有100多种菜，货很足，老

百姓不用一次买太多，随时来买都有新鲜

的！”王君指着自己的菜摊说。
在菜市场刚刚建立时，王君夫妻俩就租

下了这个菜摊，到现在已经经营了五六年。

记者发现，除了当日菜价，这里还挂着大大小
小的“红旗”：河西区菜市场劳动竞赛模范经
营商户、大梅江菜市场巾帼文明流动岗……
几年前两人又发起志愿活动，专门为退伍军
人推出购菜优惠。

盯摊儿、进货、送货，王君有时忙得顾不
上吃饭，但他还想着多做点事。几天前，菜市
场要送出一批爱心物资，他又开上自己的面
包车帮忙拉货。说起王君，菜市场管理方负
责人孙金莉竖起大拇指：“别看他平时话不
多，人特别厚道，有什么事随叫随到，还写了
入党申请书呢！”

如今，王君一家已经在天津安家落户，成
了“新天津人”。他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决定
今年春节不回老家，留在这里连市经营。“我
想着到时候多备点儿货，让大伙儿过节也随
时都能买上菜。”他说。

市场方面也有所准备。孙金莉说，大家非
常支持保供工作，80多家商户春节期间绝大部
分都会正常经营，市场为他们提供了免费的临
时库房存储货物。她还表示：“除了商户自己
的进货渠道，我们对接了山东蔬菜产地的货
源，一旦有需求可以马上供应市场。”

新鲜蔬菜 随买随有
——河西区大梅江菜市场保供应不断档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连日来，我
市多部门积极开展农产品市场保供，助
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市农产品供
应呈现量足、价稳、质优的良好局面。

全市“菜篮子”产品价格监测专报
数据显示，18日重点监测的108家超市、
59家菜市场，蔬菜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公
斤 9.42 元，环比下降 0.53%，同比下降
4.46%。土豆、青椒、生菜等9种蔬菜零
售价格环比下降，其中大白菜零售价格
环比降幅最明显（3.98%）；洋葱零售价格
环比持平。重点监测的20家农副产品
数据显示，猪肉批发价格每公斤22.57
元，环比下降0.83%，同比下降47.45%。
羊肉批发价格每公斤79.57元，环比下降

0.18%，同比下降8.14%。鸡蛋批发价格
每公斤10.19元，环比下降0.97%，同比
下降8.20%。

据了解，为确保市民菜篮子正常
供应，我市积极开通绿色农产品通道，
发放绿色通行证，确保优质农产品及
时供应市场。相关部门积极帮助生产
企业扩大产能加快上市速度，目前全
市日屠宰猪肉量达到510吨，一些大型
肉制品生产企业从生猪进场到屠宰上
市仅为20个小时，还开通电商渠道向
全市配送，市内订单24小时以内便可
送达。市农业农村委积极搞好上市农
产品质量检测，确保肉、蛋、奶、菜及水
产品安全优质。

我市农产品供应量足价稳质优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自1月7日
以来，天津食品集团所属各食品生产
加工类企业克服人员短缺、物流不畅
等困难，开足马力保生产，确保货源稳
定充足，截至昨天晚上统计数据显示，
全集团日均生产乳制品、熟肉制品、鸡
蛋较去年同期日均产量分别增长二至
五成，全力筑牢全市民生食品稳产保
供的“底板”，当好全市百姓的“菜篮
子”“米袋子”。

1月7日至17日，食品集团累计生
产乳制品2541吨，较去年日均产量增
长23.5%；大米428吨，较去年日均产量
增长3.4%；熟肉制品283吨，较去年日
均产量增长 54%；鸡蛋 744吨，较去年
日均产量增长50.2%；豆制品144吨，较
去年日均产量增长 8%。二商迎宾肉
类食品有限公司在属地政府大力支持

下，通过定点无接触接驳方式解决生
猪等原材辅料调运难题；渤海农业广
源公司作为百万只规模蛋鸡养殖企
业，蛋品车间内 2个场区 14条生产线
马力全开，做好特殊时期蛋鸡饲养、蛋
品加工、物流配送各项工作安排；食品
集团商贸公司在确保农鲜生活直营
店、天食放心菜市场等销售终端的民
生食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的同时，积
极承接津南封控区食材保供配送工
作，推出线上专用小程序，提供食材套
餐订购服务。

目前，食品集团系统500余名党员干
部职工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奋战在疫
情防控第一线，另有400多名年轻员工加
入集团团委组织的“防疫保供青年突击
队”，分赴集团所属各门店协助备货、调
运、捡货、配送等工作。

天津食品集团生产加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

当好全市百姓“菜篮子”“米袋子”

连日来，我市南开区积极组织辖区内商贸流通企业早备货、多备货，充分做好

群众生活必需品保障，价格平稳，不断档、不脱销。图为广开菜市场内果蔬丰盈，

供销两旺。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左图 目前，我市津南区肉、蛋、菜、奶

等必需品品种丰富，价格稳定。图为丰达

园封控区门前志愿者在严寒中整理货物。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连日来，天津住宅集团全力以赴
投身到各集中隔离点的改造工程之中，截至1月18日16时，
已累计参加集中隔离点改造项目16个，改造隔离房间6200余
间，建筑面积超过80000平方米，累计投入人员2000余人次，
平均项目提前工期5个小时。

1月 12日 16时，接到隔离点改造项目的启动通知后，
天住集团所属天住总包公司仅用了不到3个小时，就集结
了一支超过200人的建设队伍，立即投入到和平区集中隔离
点改造的工作中。最终，只用了不到30小时就完成了5个
酒店400余间隔离房间的改造并顺利交付，比计划工期提前
18小时。

1月16日下午，天住集团接到要将天津市委党校改造为
集中隔离点的任务，且需在24小时内完成。此时已经连续奋
战了4天、完成了8个隔离点改造的天住人，再次整装出发。
17日16时，1014间隔离房间全部改造完毕，全部验收合格，全
部交付使用。

改造隔离房间6200余间

天津住宅集团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1月15日，市电力公司路灯处党员
突击队仅用17个小时就完成平时3天的工作量，为海河医院
北门小路新建路灯11基。

海河医院是我市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
为照亮疫情防控生命通道，路灯处主动在医院北门外一条
400米长的小路建设路灯照明设施。

1月14日20时30分，路灯处党员突击队接到任务即刻前
往现场制定施工方案。鉴于海河医院位于津南区的管控区
内，路灯处第一时间与津南区工信局取得联系，办理车辆进
出通行证。现场踏勘后，确定在该路段单侧安装11基金属灯
杆的施工方案。为加快施工速度，路灯处迅速组织21名突击
队员，调配相关车辆、机械等设备进场，连夜开展电缆敷设、
灯杆组立等工作。
“再冷再累大家也得加把劲儿，注意安全！”15日1时，现

场负责人曹学东一边指挥挖掘机沿着指定路线刨电缆沟，一
边安排灯杆组装。15时，11基路灯全部立起，施工人员开始
搭建将提供稳定供电的路灯低控箱。19时，11基路灯送电，
照亮疫情防控生命通道。

市电力公司

为海河医院新建11基路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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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连日来，我市和平区组织人

员，为佳怡公寓内实施封控的1栋楼

和管控的3栋楼内300多户居民送去

共计600余箱新鲜蔬菜，为居民的日

常生活提供了保障。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王燕 摄

科学高效处置涉疫垃圾

天津城投集团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城投集团所属环投泰环公司作为
固废处理企业，承担着天津市部分区域的垃圾处理工作。面
对全市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公司制定专项工作措施，突出
科学精细高效，对负责处理来自东丽区、河西区等区域的医
疗生活垃圾、涉疫垃圾，严格把控垃圾处置各环节，确保涉疫
垃圾及时、高效、无害化处置，实现防疫全覆盖、无死角。全
市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公司严把涉疫垃圾运输消杀关、
涉疫垃圾接收卸料关、涉疫垃圾焚烧处置关，全员实行24小
时值守。

连日来，驻津央企中铁十八局五公司建设者火速参与到

隔离留观点改建任务中，现场通过对出风口、地胶、电源等设

施的改造，确保隔离期间防控到位和人员安全。目前部分留

观点已改造完成。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李学彬 摄

王君在摊位前查看进货记录。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此轮疫情发生以来，天津建工集
团连夜奋战承担多处隔离点改造任务，并无偿提供项目部场
区作为核酸检测点，以实际行动助力战“疫”。

抢建任务中体量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是西青区赤龙南
街道应急隔离点的建设，400余名参建者用时五天四夜连续
作战，完成了近5000套房屋改造，由于正值年关，许多劳务人
员已经返乡，为补充人员，建工集团抽调了100多位管理人员
加入抢建队伍。

天津建工集团还把位于东丽区军粮城镇的广福商业中
心项目提供给甲方和军粮城开发区作为核酸检测点，并根
据检测需求提供两间集装箱办公室、两间彩板房分别作为
登记区和采样区，将会议室和办公区分别改造为休息区和
检测等候区。

承建多处隔离点改造任务

天津建工集团

“最温情的服务”
——南苑e家集中隔离观察点见闻

■本报记者 宋德松

1月12日8时，气温-1℃。在位于河
北区中山路196号的南苑e家集中隔离观
察点，“点长”时子庆正在给24名工作人员
开晨会。
“今早7点半，503房间的门磁又出故

障了，技术部门跟进一下；消杀的时候楼
道别再用酒精了，用含氯消毒液……”

2021年 12月 17日，这个集中隔离观
察点开始接收第一批隔离人员，是从意大
利米兰到天津的，共计100人。河北区望

海楼街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时子庆，
成为这个由街道、卫生、公安、环卫等部门联
合组成24人工作专班的临时负责人，并设立

临时党支部。
“我们就是要以‘最温情的服务’彰显‘天

津温度’，以‘最严格的管控’打造‘最安全的
环境’，在严格做好隔离人员管控的基础上，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构建集中隔离观察点疫
情防控的‘红色防线’。”时子庆说。

据介绍，该集中隔离观察点制定了停
电、消防、阳性转出等多项工作预案并多次
演练，同时用“人防+技防”构建立体防护的
两道防线。严格落实“监控室双值班”制度，
全时段盯守隔离区监控和门磁报警系统，确
保无交叉感染。严格落实核酸和抗体检验、
消杀、物表检验，对基础体温略高等部分隔
离人员通过视频进行健康监测并做好记录。
“这里的隔离人员大多是从国外回国在

津中转的人，我们一定要让他们记住咱天津
人的好。”时子庆介绍，他们先后为15名隔离
人员定制特殊餐，转运11人次去空港总医院
就医，为过生日的隔离人员送蛋糕，帮买花的
隔离人员自制花瓶……

隔离不隔爱心、隔离不隔温情，工作人
员的贴心服务在寒冬里温暖着每一位被隔
离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