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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多举措守护百姓“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小学校校外
配餐管理工作，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切实维护学生、家长
权益，近日，我市制定并出台《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办
法》。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特别提出，各配餐企业要实施“互
联网+明厨亮灶”工程，须将食品加工、烹饪、分餐等关键操作
过程的视频信号接入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和服务学校，接受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和家长代表监督，配备的监控系统视频要
保存90天以上。

据了解，校外配餐的订购应当坚持自愿的原则，任何学
校和个人不得强迫学生和家长订购配餐，同一学校原则上采
用一种餐费标准。学生和家长要求回家就餐或送餐、带饭到
校就餐的，学校不得拒绝。

根据《管理办法》，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严格按照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委托有招标代理资质的第三方，通过
公开招标采购，确定本区校外配餐准入企业，名单在官方网
站向社会公开。确定的准入配餐企业数量，不得少于10家，
准入有效时间不超过2年。区教育行政部门应当邀请学生家
长代表（辖区内使用校外配餐的学校均应当有家长代表参
与），依法对招标采购过程进行监督，同时委托公证机关对招
标采购过程进行公证。

《管理办法》明确了配餐企业应当具备取得营业执照、
集体用餐配送资质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具备3年以上餐饮业
经验，信用良好；未发生过食品安全事故；具备独立的餐食
加工场地，食品处理区面积不低于600平米，内外环境清洁
卫生；配备符合配送需要的自有封闭式食品专用运输车辆；
设有内部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建立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至少配备1名具备资质的营养
师等条件。

同时，明确了学校校外配餐食品安全实行书记、校长负
责制。学校应当实行书记、校长陪餐制，制定陪餐方案，每餐

均应当有校级领导和教师代表与学生共同用餐。书记、校长
在校期间没有特殊情况必须陪餐。学校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负
责配餐企业配送食品的查验、接收和看管，做好包括索取并留
存配餐企业配送清单（出货单）；检查核对送餐人员健康证、工
作证件，以及制服、胸牌；检查配送车辆是否为封闭式食品专
用运输车辆，检查食品容器和配送车辆的消毒记录；检查配送
食品包装是否完整，感官性状是否异常，食品中心温度是否低
于60摄氏度，食品加工制作时间与食用时间间隔是否超过4
小时；检查配餐品类和质量是否与食谱一致等工作。

此外，《管理办法》提出严禁学校以任何形式挤占学生餐
费，不得将教职工餐费转嫁给学生承担。教职工付费就餐，餐
费独立结算。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公示校园食品安全监
督电话，畅通投诉渠道，及时处理和解决学生及家长反映的问
题。学校应当建立家长陪餐制度，不定期邀请家长代表查看
配餐企业视频监控，每学期至少组织2次家长代表对配餐企
业的集中抽查走访。
“我们对中小学校外配餐企业‘零容忍’，对于违反法律法规、

在合同期内被行政处罚、在学校进行的配餐学生满意度调查中认
可度低的企业，学校将毫不犹豫地进行更换，切实保障学生和家长
权益。”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出台《中小学校校外配餐管理办法》

订餐自愿 明厨亮灶 视频监督
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强迫学生订购配餐
同一学校原则上采用一种餐费标准
学校不得拒绝学生回家就餐或送餐、带饭

配餐企业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
食品加工、烹饪、分餐等过程接受监督
监控系统视频保存90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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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截至2022年 3月 14日，
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3941
件。其中：滨海新区2521件、和平区
402件、河东区811件、河西区802件、
南开区923件、河北区640件、红桥区

335件、东丽区708件、西青区855件、津
南区907件、北辰区1005件、武清区836
件、宝坻区908件、宁河区611件、静海区
938件、蓟州区684件、海河教育园区36
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件、市
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
环境局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
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报》

《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
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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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
临之际，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开展打击侵害消
费者权益专项执法行动，并公布部分典型案例。

红桥区科发源医疗美容诊所为获取在网络销售中
的交易机会及竞争优势，指使工作人员在淘宝平台阿
里健康旗舰店大量购买该诊所“14天优效止脱方案”
和“AQ因子10支”两种服务项目，共实施网络刷单18
笔，订单金额合计65754元。该诊所虚假交易、虚构交
易数量，形成具有吸引力的交易表象和宣传效果误导
消费者，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给予罚款400000元行政
处罚。

天津河北现代和美医院有限公司为提高其在大众
点评店铺的评分，于2020年9月至2021年9月与天津美
味智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约定组织人员填写虚假好评，
使大众点评评分从2.97分涨到4.5分，并于2020年9月
21日、2021年1月29日和5月14日分三次、每次4500元
支付费用。该公司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给予罚款

50000元行政处罚。同时，执法人员发现天津美味智汇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至2021年6月，通过微
信群招募会员、发放代金券等方式，邀请会员帮助其他经
营者进行虚假商业宣传。其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给
予罚款50000元行政处罚。

执法人员对滨海新区来客烟酒经营部进行现场检查
时，当事人经营场所货架及仓库衣柜暗门内储存大量用
于销售的知名品牌白酒。当事人多次以身体和肢体动作
拒绝、阻挠执法人员检查。经鉴定，上述白酒均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为当事人从不明来历的上门推销人员处以
低价购进，违法经营额197653元。执法人员现场将上述
侵权白酒予以查扣。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执法人员对武清区照丰缘服装店进行检查时，经鉴
定，发现该店在售的“NIKE”品牌运动鞋和“NIKE”“FI-
LA”“ARC’TERYX”品牌服装等均侵犯注册商标专用
权。当事人行为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给予没收侵犯注册
商标专用权商品730件、罚款520000元的行政处罚。

本报讯（记者 万红）今天是“3·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作为市民维护消费权益的重要平台，昨晚，2022年天
津海河传媒中心3·15晚会在天津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播
出，经济广播、津云客户端等多家权威媒体同步直播，晚会
现场设立的“海河MCN”网络直播区里6位主播也通过手
机端直播了晚会。此外，昨晚在天津地标建筑天塔还上演
了一场绚丽的“3·15”主题灯光秀。

今年的晚会以“守公平 促消费”为主题，由市市场
监管委、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消费
者协会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共同主办，通过典型案例启
迪消费者、引导科学理性消费。作为今年晚会的“重头
戏”，晚会现场曝光了四个案例——《淘宝网 尺寸“缩
水”的“4K”电视》《58同城“到家精选”到底“精选”了谁》
《谁“动”了我的停车位》《自助烤肉品类丰富“名”难符

实》，涉及家电家居消费、网络消费、食品安全等多个领
域，揭露行业“潜规则”及消费陷阱，现场还有专业律师进
行深入点评，倡导依法维权。

值得一提的是，晚会邀请到来自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方向的资深工程师，展示如何利用“换脸”技术攻破
部分手机软件的人脸识别系统，并展示了人工智能是如
何针对安全漏洞持续提升防御措施的，提醒消费者注意
个人信息的保护。同时，晚会还通过生动的情景再现，揭
示了一些商家以健康保健为名提供看似专业的免费检测
进而设置消费陷阱的骗局。此外，天津市消协还在晚会
上发布了2022年第2期消费警示，介绍了2021年天津消
费投诉热点，并与市家装协会共同推出天津家装验收团
标，即《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验收规范》团体标准，
客观公正地为消费者提供消费指南。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打击侵害消费者权益专项执法行动

弄虚作假误导消费，罚！

2022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3·15晚会播出

揭露行业“潜规则”谨防消费陷阱

疫情快报

3月14日0时至18时

我市新增21例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3月14
日0时至18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21名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均为确诊病例（均为轻型），均已转运至市
定点医院。

自2022年2月24日至3月14日18时，我市本轮疫情累计
报告216例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其中截至3月13日24时已
报告195例）。

聚焦疫情防控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市商务局发布紧急通知，进一步加
强农产品批发市场、菜市场、大中型超市等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各市场主体也采取多项措施，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根据通知要求，各区应在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口处设立
核酸采样点，各农产品批发市场严格落实外地来返津人员48小
时核酸检测阴性要求，境内本土疫情防控期间，对场内停留超过
3日的外地来返津人员（含保洁等）执行第1、3、7日核酸检测。

受疫情影响，天津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部分区域被划定
为封控区、管控区，在落实相关疫情防控要求的基础上，该批发
市场强化货源储备。目前，大部分商户都增加了进货量，储备
和在途货物至少可保障3天的销售，批发价格较为稳定，交易
量较前段时间增长约30%。昨日，海吉星的蔬菜交易量达5200
吨，肉类50吨，水果约300吨。

此外，记者从华润万家超市了解到，该超市各门店的蔬
菜、水果、水产等商品均正常供应，销售价格稳定。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日，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
到，为强化我市疫情防控，进津通道将继续实行查验“一
证一码一卡”政策，即对来返津人员在铁路、机场、道路客
运场站和公路通道卡口，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健
康码“绿码”和通信行程卡。市交通运输委提示市民，交
通出行时请主动配合查验，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
护。来返津人员抵津后，请立即向所在地街道（社区）报
备，并于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1次核酸检测。

本报讯（记者 万红）“中国铁路”官方微信公众号
昨天发布消息，为配合各地政府减少人员流动，铁路部
门大幅调整旅客列车开行，并出台旅客列车车票免费
退票措施。即时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
办理3月15日0时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均
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乘意险和互联网订餐的
一同办理。

今日0时前购买火车票免费退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根据我市当前疫情形势和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
等工作要求，经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研判，并经市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同意，自2022年3月14日起，将武清区汊沽港
镇三街中山路、永华道、兴业路合围区域，武清区汊沽港
镇大刘堡村中心西街南1-2排，西青区西营门街跃升里
1号楼，天津临港经济区骨汤面馆川香食府（东方星城
店）、川匠之作（蓝领公寓店）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将西青
区西营门街跃升里商业街西区（三区）调整为高风险地
区。我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我市将根据疫情防控工作形势，适时调整有关区域
风险等级。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为全力服务保障疫情防控大局，经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自2022年3月15日起，我市暂停实
施机动车尾号限行及外埠、区域号牌小客车高峰限行措施。

限行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今起暂停机动车尾号限行

来返津继续查验“一证一码一卡”

武清区、西青区、临港经济区

相关区域调整为中、高风险地区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
目前疫情形势严峻复杂，为科学精准严防疫情反弹，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再次更新近期区域排查管控范围，涉及的
相关人员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
此次调整新增具有2022年2月22日（含）以来途经

上海市（除闵行区梅陇镇、金山区金山卫镇、黄浦区打浦
桥街道、嘉定区嘉定工业区）旅居史的来津及返津人员，
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核酸检测阴性
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位等报备，抵
津前7日内具有旅居史，抵津后第3、5日进行核酸检测，
检测结果为阴性可解除管理。管理期间实施医学观察，
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减少前往商场、餐厅等公共场
所，强化个人防护。
新增具有2022年2月22日（含）以来途经上海市闵

行区梅陇镇、金山区金山卫镇、黄浦区打浦桥街道、普陀
区石泉街道、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嘉定区马陆镇、嘉
定区嘉定工业区、松江区九里亭街道、徐汇区徐家汇街
道、静安区北站街道，新增具有2022年2月27日（含）以
来途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新增具有2022年2月22日
（含）以来途经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新增具有2022年2月
27日（含）以来途经河北省沧州市河间市、肃宁县、沧县、
新华区，新增具有2022年3月4日（含）以来途经山东省
潍坊市潍城区，新增具有2022年2月26日（含）以来途经
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新增具有2022年2月27日（含）以
来途经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天宁区，新增具有2022年2
月28日（含）以来途经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旅居史的来
津及返津人员，需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或出示包含
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主动向社区、工作单
位等报备，抵津前14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14天
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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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近日，香椿、水萝卜、春笋等春菜陆续上市，为餐桌

带来“春天的味道”。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