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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皮历 孟宪东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昨天召开的
第174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天津能源集团
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齐晓巍表示，能源
集团采取多种举措，确保包括津南区居
民在内的全部服务对象生活用气、用热
无忧。

齐晓巍介绍，能源集团服务范围内受
疫情影响的供热居民不会因欠费而停
热。对机械表燃气用户来说，不会出现因
欠费而停气的情况；智能燃气表用户可通
过网上购气实现缴费；IC卡燃气表用户可

就近选择服务网点、社区自助服务终端等
进行购气。居住在封控区、管控区、防范
区的市民如有购气需求，可拨打“96677”
或属地供气企业营业厅、服务站电话，能
源集团将安排专人协调社区解决。能源
集团与社区建立对接机制，市民有服务需
求也可通过社区向集团反馈，及时得到售
气服务。

对老年朋友来说，能源集团“96677”
客户服务热线推出了长辈用热服务专席，
“天津能源供热”微信服务号也推出“长辈
模式”页面，为老年人提供“一键报修”等

多项服务，方便老年人在家就能办理用热业
务。如果不会进行线上操作，老年人可通过
“长辈模式”页面的“联系客服”功能报上自
己的电话，“长辈服务专席”会第一时间提供
专项服务。

齐晓巍介绍，能源集团承担着全市420万
燃气用户和113万供热用户的安全稳定用气
用热服务，疫情期间，覆盖全市各区的104个
燃气、供热对外营业网点坚持照常营业，其中
58个网点延时服务至每天20时，所属燃气企
业在部分区域增设流动售气车，满足用户购
气需求。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在昨天召开的第
174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天津食品集团副总经理郏
雷透露，前些日子食品集团面向津南区封控
社区居民推出的线上订购5公斤28元蔬菜套
装昨天下调至24元。除了线上提供新鲜蔬
菜、蛋肉米面外，食品集团还安排专人在津南
区10个街镇203个重点社区设立临时帐篷服
务点，为居民提供点对点售卖蔬菜、米面油、
日用调料等服务。

本轮本土疫情发生以来，天津食品集团作
出“货源充足，价格稳定”的庄重承诺，并迅速设
立津南抗疫保供前线指挥部，星夜集结200余
名骨干，调配50余辆运输车辆驰援一线。针对
津南区百姓需求和配送条件，精心搭配食材套
装，蔬菜零售价低于市场平均零售价23.6%，最
高降幅达44%，其他产品的价格也以下调10%
至20%的区间向津南区居民供应。

同时，食品集团各生产企业科学组织生
产，有效释放最大产能。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食品集团乳制品日均产量较去年增长23.5%，
熟肉制品日均产量较去年增长54%，鸡蛋日
均产量较去年增长50.2%。食品集团还强化
储备调配，对承担的粮、油、肉、蛋、糖、奶等政
府储备物资做到专仓储存、专人保管、专账记
载，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供得上。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在昨天召开
的第174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市国资委党
委副书记、一级巡视员焦文胜介绍，目前
有近2000名国资国企党员干部驰援津南
区，成立了由国资两委有关领导和重点
保障企业负责人组成的市国资委党委津
南区抗疫一线前方指挥部和临时党委，
设有综合协调组、交通保障组、物资保障
组等，为保障津南区群众生活贡献国资
国企力量。

在保障核酸检测和供餐服务方面，国
兴资本所属永久医院、天拖医院连夜抽调
医护人员，奔赴津南区葛沽镇和南开区支

援核酸采样任务；旅游集团等所属企业提
供自用办公点、酒店供各区作为医学观察
隔离点使用；旅游集团所属燕园国际酒店
和利顺德大饭店等每餐提供600人份的抗
疫保障餐。

在保障防疫物资生产和供给方面，
纺织集团第一时间提供5万套医用防护
服，同时加大产能投入，随时可调运至一
线；渤化集团以无偿捐赠、送货上门方式
向滨海新区、津南区等政府和单位提供
84消毒液原液70吨；泰达控股所属泰达
洁净公司熔喷布日产能7吨，N95口罩3
万只，平面口罩10万只，现储备成品口罩
18.5万只。

在保障运输运力方面，1月8日至19日，已
派出车辆4441车次，累计转运9.51万人，运送
蔬菜、水果等民生物资21.6万斤，运送各类防
疫物资13.4万件。

在保障市场供应方面，食品集团储备稻
谷1.3万吨、小麦60.65万吨、成品大米5万余
吨、冷冻肉1.2万吨……同时，食品集团全市
线下1000余个销售网点不间断平价经营，保
证市民就近购买到质优价廉的商品。

在保障金融服务和融资支持方面，渤海
银行、天津银行、天津农商行、天津滨海农商
行组织符合条件的营业网点对外营业，坚持
特事特办，为抗疫企业完成贷款发放，确保防
疫物资保障供应不间断。

近2000人驰援津南贡献抗疫力量国资系统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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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长辈模式”服务老年居民天津能源集团

天津食品集团

5公斤蔬菜套装
从28元下调至24元

物资有保障 服务想在前

连日来，中建五局30名志愿者赶赴津南区海河教育园体育中心，帮助接收和发放保障物资，

为抗击疫情做好后勤保障。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 本报记者 王睿

此次津城突发疫情，我市对口帮扶地
区——甘肃省多县迅速行动，连日来向天
津捐助生活物资，为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人员送去平安与祝福，助力天津人民早
日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甘肃省甘谷县委、县政府第一时间发
出倡议，县内爱心企业、农民合作社踊跃响
应，连夜安排总价值100万元的防疫物资发
往天津，6辆集装箱货车星夜兼程。目前，
满载着甘谷县人民真情与热情的各类物资
已顺利抵达。甘肃省武山县也将苹果、蔬

菜、食用油、医用口罩等物资运送到天津。
1月16日下午，来自甘肃省宁县的货车跨

越1500公里到达天津。自2017年宁县与天津
市河东区建立东西部协作关系以来，河东区
充分发挥东部帮扶资源优势，为推动共同富
裕夯实基础。甘肃省迭部县心系天津，送来
了7000斤苹果、500斤蕨麻猪肉、200斤蜂蜜等
物资。他们说：“眼下正是天津奋力抗击疫情
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出份力。”

这个冬日，一幕幕暖心场景彰显津甘两
地深厚的兄弟情谊，给予天津极大的支持与
鼓励，必将为两地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谱
写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凌晨2时左右，
3辆装载着1150袋蜜“佑”、4000箱椪柑、1000
箱鸡蛋和360份藤茶等价值近50万元恩施特
产的大挂车，带着恩施人民对天津人民的祝
福，经过近两天的星夜兼程顺利抵津。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向东风介绍，2020年天津医疗队到恩
施州进行对口支援，恩施人民感谢天津人民的
付出。得知天津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恩施

州委、州政府以及恩施人民非常关心天津人民的
生活，捐赠一些生活物资略尽绵薄之力。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商务局外资外经科负责人董
远鑫说，恩施州成立了捐赠天津物资专班，宣
恩县负责蜜“佑”和藤茶的采购工作，巴东县
采购椪柑，鸡蛋则是恩施特有的硒蛋。

这些物资将分配给津南区疫情防控指挥
部、市海河医院、市疾控中心、市急救中心等
我市抗疫一线单位。

■ 本报记者 曲晴

“医疗废物运输中，一定要做到双包双扎双消，给每
袋医疗废物包装两层，封口两次，每次封口前进行消毒，
还要避免出现医疗废物遗漏、运载过满……”昨日，我市
进行第四次全员核酸检测，医疗废物激增，河东区生态环
境局生态管理科科长曹阳忙碌在多个社区核酸采样点，
指导帮扶医疗废物收集运输工作。

昨日22时，一辆转运医疗废物的专业运输车进入常
州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内，把收集点内的医疗废
物专用周转箱装车，直接运抵我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进行高温焚烧无害化处置。与此同时，在市生态
环境局医疗废物处置智能化管控系统上，一个光标持
续闪烁，医疗废物转运车辆已被实时监控，行驶轨迹一
览无余。

利用医疗废物处置智能化管控系统“一键分析”功
能，可自动生成每日报告，将各车辆运行轨迹、停车时长、
运输量等数据与我市交通流量数据结合，通过大数据分
析，进一步优化路线，实现车辆实时调度。

为防范涉疫医疗废物二次传播风险，通过对医疗废
物运输车辆进行全方位实时视频监控，利用北斗卫星定
位系统、智能视频监控设备、5G网络通讯、车载机对讲等
技术手段，市生态环境局实现对监控车辆运输状况的远
程调度指挥，及时纠正转运过程中的操作行为。对医疗
废物转运途中异常停车、中途开启后箱门、未按照规定路
线行驶、司机和押运员卫生防护措施不到位等情况实现
实时预警。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连日来，津南区城市管
理委加强对咸水沽镇、双新街、辛庄镇等重点区域生活垃
圾规范收运督导检查，要求各镇街、垃圾收运单位尤其是
封控区、管控区务必做到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按照“先
消毒，双套袋”要求处理，垃圾清运前后，加强对垃圾桶
盖、桶身、作业场所周边2至3米范围内和车辆装载盖板密
闭消杀。

1月9日至19日，津南区生活垃圾共清运1544车次
6794.17吨。其中，封控区、管控区938车次3004.19吨。

为全力帮助津南区涉疫生活垃圾“日产日清、直运直
焚”，全市首批从7个区统一借调15辆生活垃圾压缩清运
车和相关车辆驾驶员、挂桶清运人员，今日到达津南区指
定区域集结。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昨日，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有序进行。其间，河北区
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郭楠和同事们紧张忙碌着。“每轮全员
核酸检测，河北区会产生3吨左右的医疗废物，需要我们
及时、安全、高效地处置，守住疫情防控‘最后一道防
线’。”郭楠说。

在宁园街宁园小学核酸检测采样点附近的空旷
处，有多个黄色医疗废物垃圾桶。记者注意到，工作人
员对医疗废物封口非常利索，“这种封扎方式叫‘鹅颈
式’封扎，可有效保证垃圾袋的密封性。”现场工作人员
郑新说。

本轮本土疫情发生以来，河北区生态环境局将全体
干部分成5个大工作组、10个工作小组，深入一线逐一对
各核酸检测采样点和医疗废物收集点进行帮扶指导，动
态掌握医疗废物产生和贮存情况，严格落实医疗废物收
集、贮存、转运要求。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近日，市商务局公
布第二批40家生活必需品重点保供企业名单，
目前正组织各区向企业发放《进出天津市疫情
防控应急物资运输车辆通行证》，预计超过
1000张。相关车辆人员可持该通行证，凭48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绿码离津。第二
批重点保供企业以批发市场、大型超市、连锁

便利店、电商仓储等商贸企业为主，并适当增加
了药品、婴幼儿配方奶粉、物流配送等行业领域
企业。目前，全市重点保供企业已达79家。

此外，市商务局还印发了首批服务北京
冬奥会食品保供企业名单，为12家相关企业
发放通行证。京津两地已就此建立通行证互
认机制。

湖北恩施捐赠物资将分配至我市抗疫一线

星夜兼程 暖心物资昨日抵津

满载平安与祝福 甘肃省多县向天津捐助生活物资

助力抗疫 我们一定要出份力

实时监控调度和预警

智能管控医疗废物转运

帮助涉疫垃圾“日产日清”

15辆清运车赴津南

守住疫情防控

“最后一道防线”

第二批40家重点保供企业取得超千张通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