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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的

战“疫”先锋

本报记者 杜洋洋 通讯员 刘娜

春节“菜篮子”丰富又实惠
北辰区5大种植基地全年无断档 肉蛋菜产量充足

乡村走笔

新农村关注

本报记者 王音

通讯员 魏建军

临近春节，市民对新鲜果蔬、鲜肉、
鲜蛋的需求与日俱增。记者从北辰区获
悉，该区5大种植基地加紧生产，日蔬菜
上市量3万至4万公斤、肉类9.1万公斤、
鲜蛋 13万公斤，可满足市民需求，让百
姓的春节“菜篮子”装满营养、丰盛、美味
的食材。

自有物流 蔬果直达餐桌

在北辰区双街农业示范园，一棚棚草
莓娇艳欲滴，香甜的味道弥漫在空气中，
正是采摘的好时节。然而，1月8日开始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正值火热的休闲旅游
市场暂时“冷”了下来。没有了游客，正在
生长的水果、蔬菜怎么办？园区立即转
型，开启了线上“带货”、线下“送货”的模
式：一边“直播”完善微信商城，用自有物
流将果蔬送到百姓家中；一边“直销社
区”，每天将直通车开到社区门口，为百姓
提供购买便捷、价格优惠的果蔬，让安心
果蔬直达百姓餐桌。
“因为1月8日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

大家都不怎么出门。零售、批发市场都冷
清了许多。我们立即开启了直通车，每天
选择新鲜的蔬菜、水果到周边社区门口进
行售卖。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蔬果，
减少菜市场里的聚集。”双街农业示范园
总经理柴家青说，“我们还让利给百姓，以
3元的均价售卖叶菜，以五折的价格售卖
草莓，让大家在家门口买到新鲜、便宜的
蔬果。”
近几日，园区的直通车分别开到了

上河城、双街新邨、双街新家园、双街新
城等社区门口，基本覆盖了镇域的重点
社区。

优化结构 全年采摘无休

“疫情只是暂时的，双街镇的设施农
业还是以观光休闲农业为龙头。”双街
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陈万刚说，“目
前，双街镇设施农业面积 1200 余亩，去
年新增 3300 余亩设施农业，预计 3月启
动种植。”
为了更好地发展休闲农业，助力乡村

振兴，双街镇从顶层设计着手，对镇域内不

同园区的设施农业进行了精细规划，确立
了草莓、桃子、麒麟西瓜、博洋系列甜瓜、葡
萄等水果种植基地；生菜、茼蒿、油麦菜、菠
菜、油菜等叶菜种植基地；西红柿、黄瓜等
茄果类蔬菜种植基地，确保全年无断档，可
供市民四季采摘。
“基地生产的都是有机蔬菜，不仅食品

安全有保障，口感也更好。很多人采摘回
去以后，会和邻居、亲朋好友分享。口碑传
开以后，我们也拥有了不少‘粉丝’，很多人
长期选择我们的果蔬。”柴家青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双街农业示范

园推出了“会员制”，办理会员卡的市民可
以享受送菜上门服务。既可以在假期选择
到田间地头享受采摘乐趣，也可以随时从
网上选购，将有机蔬菜直送到家，还可以为
亲朋好友“下单”，订上一箱礼品菜直接寄
到亲朋好友家中。目前，园区已拥有2000

多名会员，订单不断递增，尤其是在春节
前，更是供不应求。

智慧平台 预计年内建成

有机蔬菜营养丰富、口感好，但消费者
最怕的就是买到假货。为此，双街镇的有
机果蔬都贴上了可追溯二维码，可以通过
追溯系统进行查询。同时，北辰区的大多
数园区也安装了摄像头，市民可以通过互
联网看到园区内水果蔬菜的种植情况。
“我们镇种草莓，需要在棚内养蜜

蜂，进行授粉。在草莓还没有开花的时
候，就需要人工为蜜蜂提供食物，确保它
们存活。”陈万刚说，“还有其他的果蔬如
何种植、如何施肥、何如浇水等，市民通

过互联网可以看到，这样既满足了大家
对田园生活的好奇心，又让大家放心食
品安全，真是一举两得。”
像双街镇一样，拥有物联网的农业

园区在北辰区还有多家。北辰区正积极
进行“北辰区三农智慧平台”的建设，预
计年内即将建成投用。
“目前，北辰区拥有 2800 亩设施农

业，2021年新建5000亩设施农业，预计今
年3月陆续投产种植，整个设施农业年内
将接入区三农智慧平台，初步完成全区
农业物联网建设。”北辰区农业农村委
农业科科长魏建军说。
农业物联网建成后，可实时查看各园

区种植操作，确保食品安全。同时，可通
过智能化设备计算日产量、周产量，对稳
产保供具有积极作用，能更加科学地安排
生产。

稳产保供 日产数十万公斤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又正
值春节临近，市民对新鲜果蔬需求增大，需
要强大的调度能力和生产储备稳产保供
“菜篮子”。为此，北辰区农业农村委第一
时间到各稳产保供种植、养殖合作社调研
相关情况，及时制定《北辰区稳产保供工
作方案》。紧急召开稳产保供工作会议，
成立稳产保供工作组，明确各镇落实属地
责任；责专人定点联系蔬菜生产基地，形
成日报告工作机制，对种植品种、蔬菜产
量、上市情况、在田面积等情况进行实时
掌握；根据市农业农村委速生叶菜补贴政
策，组织人员对蔬菜保供基地及2021年新
建设施农业进行摸底调研掌握速生叶菜
种植意向。截至1月17日，北辰区累计在
田面积1733.63亩，生产菜品主要包括：小
白菜、油菜、快菜、油麦菜、生菜、菠菜等，预
计全区可抢种速生叶菜面积600亩，保证
对市场的蔬菜供应。
“目前，北辰区地产蔬菜日上市量

30000至 40000公斤；肉类 9.1万公斤，其
中禽类4万余公斤，牛肉4万余公斤；鲜蛋
13万公斤。区里还拥有3000吨冬储大白
菜，可以在急需时调配供应，稳定市场，保
证蔬菜供应安全。同时，为加强农用物资
调运储备，确保春耕备耕农用物资供应，
我们还设专人专岗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农
资调度储备工作。”北辰区农业农村委副
主任周磊说。
北辰农业农村委还在积极协调财政

部门及各农资供应、果蔬生产基地，今年3
月全区 8000 亩设施农业将全面投入使
用，种植相应的作物，为稳产保供作出积
极贡献。

津南区双林街全员核酸检测采样工作启动后，在各社区
核酸样本采集点活跃着一群手提黄袋的“大白”，他们步履匆
匆、一刻不停，他们就是双林街综合执法大队核酸样本转运
志愿先锋队。
1月8日，疫情突袭，双林街综合执法大队紧急集结。在接到

承担核酸样本转运任务后，双林街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向全体队
内人员发出号召，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请大家自愿报名。
“我是党员，我参加！”“我也参加！”“我熟悉路线，我来！”队

员们积极踊跃报名，最终经考虑驾驶技术、身体情况等因素确定
成立了由任庆强、王爱民、陈虎三名老党员带队，郑义、何学友、
刘宏、魏兴、段志强、王凤军、芦明智7名成员共同组成的双林街
综合执法大队核酸样本转运志愿先锋队。
任务初期，他们接受了短时间的上岗培训。从穿脱防护服、

核对条码到填写转运单等环节，队员们用心学、认真记，生怕有
一点遗漏。上岗前，老党员们认真检查大家的防护服是否穿得
标准，任务结束后，一遍遍检查车辆消毒情况。
“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任何人都不能出一点问题。”这是老

党员王爱民经常说的一句话。
队员们负责辖区内各社区70余处核酸采集点位，每小时就

要完成各点位样本收集转运一次，面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大家
总是相互鼓励、相互支持。
双林街启动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筛查时，老党员任庆强在

自己的防护衣上写下了“党员老大哥”几个字，他今年51岁，是
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他说，遇到问题就找“老大哥”。在这个集
体中，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他们承担的点位最多、路线最
长，往往最晚收队。可不管多晚，他们都会对一天的工作进行梳
理，再次清点防护消毒物品，为接下来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从第一次承接任务开始，队员们要求自己大筛开始提前1

小时做好准备。为了节约时间，他们尽量不脱防护服，常常连续
十几个小时不喝水不吃饭。在采集现场，他们积极配合医务人
员做好清点、消毒工作，最大限度提高工作效率。连日奋战，队
员们不顾疲累，拒绝了调换岗位。他们咬紧牙关，克服一个个困
难，最终保证了转运任务的顺利完成。
在这支队伍中还有一名被志愿者们亲切地称为“长腿哥哥”

的小伙子，他就是郑义。去年12月，郑义光荣地成为了中共预
备党员。疫情来袭，他主动请缨，承担核酸检测样本转运任务。
他负责的万科仕林苑、泓安园两个小区是辖区内距离最远的。
为了赶时间，他在社区取样本常常是一路小跑，近1米9的身高
格外抢眼。因为身材高，最大号的防护服，在他身上仿佛“缩
水”，为了保证防护效果，三九严寒他在防护服内仅穿一件薄棉
衣。可就是这样，一天下来，衣衫也已被汗水浸透。
在整个全员核酸筛查过程中，队员们一直在和时间赛跑。

他们坚守岗位、尽职尽责，全力以赴保证核酸样本及时、安全送
达。他们说，在防疫一线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大家共同努
力，将战“疫”进行到底。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处罚法》，市人民政府对涉及行政
处罚内容的规章进行了清理，决定对
7部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关于《天津市行政事业

性收费管理规定》

1.将第四条中的“天津市物价局”
修改为“天津市发展改革委”。

2.将第五条、第十七条中的“市物
价局”修改为“市发展改革委”。

3.将第五条中的“市农村工作委
员会”修改为“市农业农村委”，“国家
计委”修改为“国家发展改革委”。

4.将第十条中的“物价”修改为
“发展改革”。

5.将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十五
条中的“物价、财政部门”修改为“市场
监督管理、财政部门”。

6.将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的“第
十三条”修改为“第十二条”。

7.将第十四条修改为：“被处罚的
单位和个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
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规定处理。”

二、关于《天津市市场中介

机构管理办法》

1.将第四条中的“司法、建设、房
屋管理”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

2.将第四条、第五条中的“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3.将第九条中的“工商营业执照”
修改为“营业执照”。
4.删去第九条第一款第二项。
5. 将第十九条第一项修改为：

“（一）对违法行为予以通报批评”。
6.删去第十九条第二项。
7.将第二十二条修改为：“行政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
由有权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对有关
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相

应的处理。”
8.将本办法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

调整。

三、关于《天津市电力设施

保护管理办法》

1.将第六条中的“区、县”修改为
“区”。

2.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对违反
本办法第十七条的规定，非法收购或
出售电力设施的，由公安、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

3.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违反
《条例》和有关规定及本办法的单位和
个人，在接到电力主管部门罚款通知
书后，应在15日内交清罚款。未按期
交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
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
款的数额。”

4.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
对电力主管部门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行政
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的电力主
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处理。”

四、关于《天津古海岸与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1.将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区的
统一监督管理，设立天津古海岸与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保护
区建设、管理的相关事务性工作。”
2.删去第五条。
3.将第六条修改为：“保护区所在

地的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属地责任，其所属的有关部门应
当配合做好保护区的管理工作。”

4.将第十条修改为：“保护区划分
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
有关规定在其分界处组织设置标桩、标
牌等界标。”

5.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护区规划，
根据保护管理工作需要，组织设置护栏、
护网、隔墙、罩棚等保护设施。”

6.删去第十三条中的“，接受保护区
管理机构的管理”。

7.将第十四条中的“保护区管理机
构”和第十五条中的“自然保护区管理
机构”修改为“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

8.删去第十四条第三款和第二十条
第二项。

9.将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合并
为一款，修改为：“在保护区实验区内开
展参观、旅游活动的，应当严格按照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的方案进
行；进入保护区参观、旅游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服从管理。”

10.将第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以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保护区界

标的；
“（二）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或者在

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的；
“（三）经批准在保护区缓冲区内

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提交活动成果
副本的。”

11.将第二十条修改为：“违反本办
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实施处罚：
“（一）擅自移动或者破坏保护区保

护设施的，责令其改正，并处1000元以
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保护区内开挖、采集贝壳和

牡蛎壳以及从事其他活动造成保护区破
坏的，责令限期改正和采取补救措施，并

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12.将本办法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
调整。

五、关于《天津市城市管理相

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规定》

1.将第三条、第五条中的“区、县”修
改为“区”。

2.将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
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
六条、第十七条中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机关”修改为“城市管理部门”。

3.将第四条第一款第六项中的“工
商行政管理”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

4.将第八条修改为：“城市管理部门
在收集证据时，可以采取抽样取证的方
法；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的情况下，经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
可以先行登记保存，并应当在7日内及
时作出处理决定，在此期间，当事人或者
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

5.将第十条修改为：“城市管理部门
应当自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90日
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法规、规章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6.将第十一条中的“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机关”修改为“城市管理部门”。

7.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公安交通管
理、规划和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做好日常监
督管理工作，加强与城市管理部门的工
作配合，实现行政许可、行政收费等行政
管理信息资源的共享；对于发现应当由
城市管理部门处理的违法行为，应当将
案件有关材料在3日内移送城市管理部
门处理。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在依法作出
处理决定的3日内将处理决定告知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

8.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城市管理部
门及其执法人员实施行政处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给公民人身或者
财产、公共利益、社会秩序造成损害，给
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
予以赔偿：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二）没有法定行政处罚依据，或者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四）超越或者滥用法定职权的；
“（五）实施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六）违法实施强制措施的；
“（七）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八）执法人员未取得执法证件的；
“（九）其他违法行为的。”
9.将第十八条中的“天津新技术产

业园区”修改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六、关于《天津市水利工程建

设管理办法》

1.将第三条、第四条、第八条中的
“区县”、“区、县”修改为“区”。

2.将第四条第二款修改为：“发展改
革、财政、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
设、审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各有关
部门按照其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3.删去第三十三条。
4.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当事人对

水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
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
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处理。”

5.将本办法中的条文序号作相应
调整。

七、关于《天津市煤炭经营使

用监督管理规定》

1. 将第四条中的“区县”修改为
“区”。

2.将第五条修改为：“市和区商务主
管部门负责煤炭经营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用

煤单位炉前煤的污染物含量、大气污染
防治设施的正常使用和储煤场地扬尘的
监督管理工作。
“市和区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协

调、指导清洁生产促进工作，会同工业和
信息化、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督促企业
节约用煤。
“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制

定本市煤炭经营使用地方质量标准。市
和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职能负责对煤
炭检验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市和区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对不符合本市煤炭经
营使用地方质量标准的煤炭及其制品的
销售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交通运输等有关部门依照各

自职责共同做好煤炭经营使用监督管理
工作。”

3.将第七条中的“环保、工商”修改
为“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

4.将第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中的“商务行政主管部
门”修改为“商务主管部门”。

5.将第十六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七
条中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6.将第十九条中的“市质量技术监
督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市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

7.将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中的“环
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8.将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中的“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

9.将第二十一条中的“工商”修改为
“市场监督管理”。

10.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不符合
本市堆场和民用煤配送网点的布局和总
量控制计划，擅自设置堆场和民用煤配
送网点的，由商务主管部门、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上述7
部规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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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