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0时起，和平区实施全域静态管理，

区内人员出行井然有序。本报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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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守候 静待花开
——和平区实施全域静态管理首日侧记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为有效遏制疫情传播扩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昨日零时起，和平区实施全域
静态管理。昔日车水马龙的南京路，热闹繁华的商业
街，人来人往的商场餐厅……一切变得静悄悄的。
“和平区的道路交通一下子变得这么清净，还挺不

习惯的。”市公安交管局和平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
长刘畅说，“和平交警将积极配合全区静态管理措施，强
化区域交通管控，在保障南京路、曲阜道等主要过境通
道正常通行的基础上，科学部署警力，全力保障防疫通
道、紧急通道和物资运送通道的畅通，同步做好防疫物
资、人员转运交通安全保障。”
“早上6点，我们一家就按要求下楼做核酸筛查了。

‘大白’多不易，咱配合着早筛查完，他们也能早点休
息。”家住新文化花园新秀居的李玉培大爷在电话中告
诉记者，“因为要静态管理，我们老两口儿和小两口、外
孙子5口人难得都在家，一家人一起看电视、做饭，享受天

伦之乐。”
“居民们都很配合。”五大道街华荫南里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杨树梅说，“志愿者是坚强的后盾，协助进
行登记、引导排队，为腿脚不便、年纪偏大的居民提供帮
助……核酸筛查井然有序。”
“核酸筛查报告出来后我就去买菜了。菜市场开着呢，

菜品齐全，也没涨价。我还在网上下单买了好多零食和饮
料，没觉得有啥不方便。”昨天下午4时，南市街居民李静在电
话里说，自己刚从福安菜市场买菜回来，晚上打算炖鱼吃。

面对疫情，和平区商务局紧急调度、迅速行动，第一时
间启动生活供给保障联动应急响应机制，制定了《和平区
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购物明白纸》，对全区现有生活物资
保障能力进行精准测算，对大型超市、菜市场开展市场监
测，全力保障生活必需品的市场供应。

按照《明白纸》显示，和平区保供方式分为“线上订购
配送”“线下临时售卖”“定点集中配送”3种。其中“线上订
购配送”主要依托京东七鲜超市、物美、吃呱呱平台线上下
单，由平台配送至小区外，再由社区组织接收；“线下临时

售卖”主要由保供企业在指定地点现场售卖，由社区组织居
民有序采购；“定点集中配送”主要服务养老院、隔离点等特
殊群体，提前与对应的保供企业、配餐企业联系对接，按需
集中订购并配送物资。

和平区现有9家标准化菜市场、6家大型超市。目前，
肉、蛋、奶、蔬菜等基本生活物资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另外，全区共有生鲜超市58家，社区菜店62家，便利店111
家，存货量基本平稳。和平区商务局已建立便民网点信息
库，根据需求开具《保供人员证明》，确保从业人员应出尽
出，保障供应。

与此同时，在全域静态管理期间，和平区建立4条医疗
保 障需求咨询专线 ：23195329、23195315、23195502、
23195321，24小时为居民提供帮助。
“守得云开见月明，静待花开会有时。只有我们‘安静’

地守候，才有战胜疫情的和平。我们坚信，商场会重现繁
华，街道会重返热闹，家门口的煎饼摊和南京路的车水马龙
很快会重新回归。疫情过后，笑颜相见。”在昨日发布的《致
和平区广大居民朋友的一封信》里，这样写道。

■本报记者 宋德松 通讯员 何北轩

自5月21日起，河北区全域开始参照防范区管理。为了
保障居民日常生活和健康安全，河北区建立了医护人员、社
区工作者、下沉干部、志愿者等参与的保医、保药、保供的“三
保”服务体系，为居民送上“救命药”，送去“定心丸”。

家住月牙河街满江里社区开江里11门的王玉清已88
岁高龄，老人日常生活一直由住在河北区和河东区的两个
儿子轮流照顾。最近由于疫情的原因，两个儿子分别被隔
离。“老娘岁数大了，行动不方便，也没法做饭，我们真不放
心啊。”两个儿子联系到满江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
到这一情况，保医专班上门为老人做了核酸筛查。经过与
老人的儿子沟通后，社区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和志愿者一
起将她抬下楼，送到了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建昌道街桥园里管控区所辖12个楼的2200多名居民
中，老年人占40%。面对覆盖管控区面积大、所辖居民人数
多、老年人口多、基础药用药需求量大等实际情况，下沉点
成立了由4人组成的保药专班。1人负责用药登记，1人负
责分单，1人负责买药，1人负责送药到家，全天候电话接

单，做到接单、分单、派单、送药有序衔接，以最快速度把居
民急需的药品送到家中。“这次被封控，开始还担心买不到
药，没想到一个电话，半天就送到家了。”社区老人纪秋说。

与此同时，河北区商务局成立了疫情防控物资保供组，
联系组织多家保供企业，建设运营18个线下保供点位、5个
线上保供通道，全力保障居民的生活物资需求。

在社区门口设立保供点，以便民摊位的形式，解决为管
控区保供配送的“最后一米”。光复道街北斗花园保供点是
天津食品集团抗疫保供突击队负责的点位之一，蔬菜、肉、
蛋等新鲜食材由社区统计预订，由保供企业统一按需配送，
米、面、油等其他生活必需品现场售卖，顺丰快递、京东快递
能正常派送到管控区外。各类食品食材、生活必需品均通
过专门通道送进管控区内，保证了居民的健康安全和有序
生活。

10多斤的“蔬菜盲盒”只用30元钱，土豆、西红柿、黄
瓜、胡萝卜、圆白菜等蔬菜一应俱全，保供企业还变换不同
的“菜单”，尽力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菜品很新鲜，价格
合理，服务也好。”“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太谢谢你们
啦。”收到“蔬菜盲盒”后，居民们纷纷点赞。

疫情快报

5月24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17名本土阳性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
年5月24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17名本土新冠
病毒核酸筛查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症状
感染者11例。

河北区建立保医保药保供“三保”服务体系

电话接单送药到家“蔬菜盲盒”品种齐全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聚焦居
民区水压不足、充电桩油车占位等基层社会治理中群众关
注的热点问题，连线西青区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经验做法。

西青区精武镇为解决瑞安园自来水水压不足问题，在《百
姓问政》节目播出不到一周的时间，属地镇政府与市自来水集
团等多个部门就确定了施工方案，采取先施工后结算的方式
多线并行推进，计划用3个月的时间，增建一处加压泵站，改善
片区居民家中水压不足的情况。在西青区王稳庄镇，为了加
强充电桩车位日常管理，属地通过增加停车锥、电子地锁等设
施，引导居民养成专位专用的意识。同时，压实基层网格、物
业公司责任，以考核促进落实，形成长效管理机制。

本期节目还邀请宝坻区副区长孙文秀及相关职能部门负
责人来到现场，对企业和群众反映的工业园区道路坑洼的问
题介绍解决措施，汇报工作进展。孙文秀表示，要认真倾听企
业心声，提高服务意识和措施，让企业投资放心、安心和舒心。

公厕每天至少3次全面消毒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当前，正值冬小麦产量形成、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
期，静海区引入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对连方成片的麦
田开展统防统治。

调配农药、放置水泵、预设播洒区域……昨日上午，
在唐官屯镇小郝庄村，伴随着急速的“嗡嗡”声，一架架农
用植保无人机在葱郁的麦田里折返往来，雾状的农药瞬间
从机体喷出，形成一道雾帘，精准地喷洒在麦田上。
“一台无人机每天能喷洒300多亩农田，旋翼产生的下

压气流，能让药粒均匀地附着在农作物上，让我在防治虫
害上节省了3000元钱哩！”种粮户刘怀森笑呵呵地说。

植保无人机速度为每秒6至7米，载重30公斤左右，装药
一次可喷洒25亩麦地，有效节省了时间、人工等成本。无人机

有专业人员操控，但农药配比是个技术活。57岁的刘怀森听说
镇里组织培训，就去凑了凑热闹。最开始，老刘和乡亲们一样，
对这新鲜玩意儿有点摸不着头脑，也对智慧化农业设备持怀疑
态度。可没想到，刚上完第一节课，大伙儿就心服口服了。

刘怀森告诉记者，不久前，唐官屯镇党员干部来到田间地
头，和乡亲们干在一起、学在一起，聘请专业农技公司，提供最
可靠的农机设备，传授最实用的农业技术，讲解最通俗的管理
诀窍，让大家的农活儿越干越轻松。
“乡村振兴，归根结底是让家乡父老过上更幸福的日子，

一个个‘政策礼包’送到田间地头，一件件实事办到胡同街巷，
大伙儿的心气儿更足了，未来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唐官屯镇
副镇长魏东军的话朴实真挚。

目前，唐官屯镇小麦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仍在有序进行
中，预计再有3天就能实现辖区3.6万余亩冬小麦全覆盖。

植保无人机让农民“慧”种田《百姓问政》聚焦治理难题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为确
保我市蔬菜市场供应，市农业农村委联合涉农区加大蔬菜采
摘上市量，让市民吃到价格优惠、品质一流的新鲜蔬菜。

武清、宝坻、蓟州、静海、宁河、西青等蔬菜主产区农业主
管部门大力帮助菜农发展蔬菜生产，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帮
助菜农利用现有温室大棚种好应季蔬菜，发展水培蔬菜生产，
满足市民餐桌需求。

当前，我市地产蔬菜生产供应比较充足，全市蔬菜在田面
积达38.3万亩，主要种植品种为番茄、速生叶菜、黄瓜、莲藕、
辣椒、茄子、菜豆、甘蓝、大蒜等，当前蔬菜平均日采摘上市量
达8000吨左右。监测数据显示，昨天，武清区大沙河蔬菜批发
市场每公斤黄瓜售价1.4元，每公斤番茄售价3.2元，每公斤韭
菜售价2.2元。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昨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委
了解到，我市燃气旧管网改造暨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进
展顺利。截至目前，多个子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其中包
括：检测设备购置已完成；燃气表具更换完成74万块，占总
任务量89万块的83%；燃气旧管网改造完成238.9公里，占总
任务量503公里的47.5%；场站设施改造2906项，占总任务量
7066项的41.1%；防腐层检测完成102.1公里，占总任务量
224.5公里的45%。

燃气旧管网改造工程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民心工
程，是保障城市运行的安全工程，是补齐城市管理短板的
底线工程。据市城市管理委负责人介绍，将继续推动全市
燃气旧管网改造，保障工程质量放在首位的同时，还将提
速工程进展，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力争10月前完成
主要任务。

本报讯（记者 姜凝）我国光学领域的“重量级”社会奖
项——第十八届王大珩光学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南开大学
张平、天津大学陈勰宇脱颖而出，获得此奖。

张平是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201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
从事非线性光学方向研究。陈勰宇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
电子工程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基于超表面的可
调谐太赫兹波功能器件研究。

王大珩光学奖旨在促进我国光学科技事业的发展，激励
我国从事光学与光学工程领域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及高校青
年学生奋发向上、创新进取。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今日从中海油天津分公司获悉，
2022年渤海油田辽宁海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启动，现场
共投放中国对虾2亿尾。放流苗种经抽样、称重、测量、计数、
验收合格后，放归入海。

渤海油田是我国最大的海上油田，多年来持续开展渤
海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生态保护。今年，中海油天津分公
司委托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组织实施渤海油田辽
宁海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计划在辽宁海域放流中国
对虾、海蜇、牙鲆等苗种2.45亿单位，以改善和修复渤海生态
环境。

我市加大地产蔬菜采摘销售

每天8000吨新鲜优质蔬菜上市

燃气旧管网改造完成238.9公里

安全设施提升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王大珩光学奖评选结果揭晓

南开天大两学子榜上有名

渤海油田辽宁海域

增殖放流中国对虾2亿尾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为给广大市民营造一
个安全放心的如厕环境，连日来，我市各区加强环卫公
厕疫情防控和安全管理，每天进行至少3次全面消毒，对
门帘、洗手台、门把手、按键等重点部位每小时消毒1次，
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市城市管理委制定了疫情防控责任“个性清单”，明确
要求全市1353座环卫公厕由日常状态下每周消杀1次增加
为每日至少消杀3次，重点部位随时消杀；强化对1407座社
会公厕的监督管理力度，要求管理单位每天至少消杀1次，
不定期对社会公厕进行暗访检查。
“我们开展了全域公厕疫情防控检查，各环卫公厕建立

人员健康报告制度，每日上岗必须检测体温，人员规范着
装，必须佩戴防护用具进行保洁作业；增加厕内保洁频次，
保证地面墙面整洁度，及时配置洗手液等卫生用品，切实提
升疫情防控期间的公厕卫生环境。”河西区城市管理委环卫
科科长邵永会说。此外，北辰区派出专业队伍，对接服务属
地公厕，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公厕干净整洁。静海区加大对
环卫设施的消杀频次，全力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连日来，河北

区琴江公寓与顺丰

快递合作，在社区

封控区和管控区利

用无人驾驶快递车

为百姓运送生活物

资，助力疫情防控。

通讯员 朱麟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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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含）以来途经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的来津及返津人员实施48小
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核验制度，抵津后24小时内进行核酸筛
查，核酸筛查结果出具前减少出行，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不得前往商场、市场等公共场所，加强个人防护。抵津前14
日内具有旅居史，实施抵津后7天居家隔离（同户同室）。

我市更新区域疫情排查管控范围

渤海油田辽宁海域渔业资源增殖放流。

照片由中海油天津分公司提供

昨日6时开始，和平区开展新一轮核酸

筛查工作。图为民园广场核酸采样点。

通讯员 张翅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目前，和平区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

定。图为市民在四川路菜市场购买蔬菜。

通讯员 任宝顺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秩序井然 物资充足 有序采样

易积水地区“一处一预案”

提升“四预”能力 做好应对强降雨各项准备

本报讯（记者 王音）从市水务局获悉，为提升我市防汛安
全能力，市水务部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四预”能
力，多方面做好应对极端强降雨防汛工作各项准备。

市水务部门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加大河道行洪、
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御等防汛准备工作督导检查力度，
及时处置我市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排查整治、行洪河道堤
防查险、水库泄洪设施专项排查等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细化应
急抢险措施，确保水库规范运行、河道险工险段抢护措施到
位、山洪灾害防御机制健全。

市水务部门着力提升防汛预报、预警、预演、预案保障“四
预”能力，统筹考虑上下游防洪形势及我市雨情、水情、工情，
统筹调度防洪工程，综合运用“拦、分、蓄、滞、排”多种调度措
施，科学精准调控洪水。

截至目前，相关部门已对施工现场、公共场所、地下交通
设施、社区里巷等防汛排水薄弱环节进行排查。加快推进中
心城区西沽、西南楼、密云路、咸阳路、井冈山路、程林工业园
等6处积水片改造。坚持雨前“一低两腾空”，落实好易积水地
区“一处一预案”，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施和抢险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