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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天津南港乙烯项目建设 多部门携手联动

“疫”刻不停 打通“物供链”

疫情快报

5月26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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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0时至24时，
我市疾控部门报告9名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其中，确诊病例6例、无
症状感染者3例。

加大民生商品备货 线上线下联动保供
我市重点区域居民生活物资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昨日，在和平区，快递小哥、社区志愿者

等在烈日下为辖区居民运送物资。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任宝顺 摄

连日来，河东区保供企业根据线上下单

情况，及时处理居民订单。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彭娜 摄

昨日，我市最高气温达到35℃，位于

各卡口的交警坚守一线，巡查车辆。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综合防治技术

降低国槐叶柄小蛾虫害

天大青年社会创业中心成立
无人“摆渡车”成社区抗疫“好帮手”

科技助农结“硕果”

庄浪梯田长出“南开苗”

■本报记者 王睿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也是天
津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中国石化
打造世界领先企业的重大行动，天津南港
乙烯项目土建工程自今年3月启动以来，
各项建设任务稳步推进。眼下，混凝土浇
筑进入高峰期，然而受疫情影响，大件物
资特别是钢结构物资运输受阻，难以按时
进场，将影响工程进度。
“如果这条运输‘路’堵了，料进不来，

就会耽误工程，后续计划也不能如期进
行，真着急啊！‘等米下锅’的滋味不好
受。”天津南港乙烯参建单位项目经理肖
然眉头紧锁。怎么办？关键时刻，天津石
化紧急向天津市有关部门求助。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从5月24日晚上
天津石化提出诉求，到有专人跟进响应，
仅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想办法、出预案，争分夺秒解决物资运
输难题，并承诺：“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急事特办、精准服务，当好‘店小

二’，全力以赴保生产、稳供应，将疫情带来
的影响降到最低。”

几句话，暖心又提气。在石化人看
来，“这就是‘天津效率’，心里一下子踏实
了许多。”而接下来的行动更是高效且有
力度。

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委，滨海新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交通运输局、工业和信
息化局，北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业和信
息化局等多部门连夜对接，携手联动，一次
次询问、梳理施工单位的需求、货场货源、运

输安排等细节，一遍遍叮嘱、做好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兵分多路协调开辟“绿色通道”。

5月26日8时40分，来自河北省唐山市
的2辆运输车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
上，驶入天津南港乙烯项目现场。车上装载
的是由天津南港乙烯项目定制、用于系统管
廊的钢结构构件，足足62吨。“‘路’通了！真
是解了燃眉之急！”提前收到指令的肖然颇为
激动，当天早早地等候在门口，做好第一时间
卸车的准备，随即马不停蹄地组织人员展开
管廊工程的模块化建造施工……

■本报记者 马晓冬

5月26日，家住河北区的张女士收到
了在线上平台购买的酱货，她通过电话告
诉记者：“刚开始接到全区参照防范区管
理的通知时，家里没有准备，我有点着急，
后来发现门口的超市正常营业，线上下单
也很方便，现在需要什么都是随用随买。”

作为我市主要保供企业之一，物美
目前在全市重点区域设立了130多个保
供点位，与120多个超市门店共同为市民
供应生活物资。“在市、区商务局等部门
的支持下，从仓储基地到门店、再从门店
到各保供点位的物流都很通畅，各类货品
也非常充足。”昨天，物美集团天津公司总
经理李国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该
公司在线下的保供点位特别推出了包括
黄瓜、西红柿、胡萝卜等在内的蔬菜包，
很受消费者欢迎，米、面、鸡蛋等商品也
十分畅销。

近期，物美超市各门店的线上订单数
量同样迎来大幅增长。“比如我们在和平
区的门店，每天都有上千单的线上订单，
几乎是平时的10倍。对此，我们增加了拣
货、送货人员，加大保障力度。”李国辉说。

在炎热的天气里，如何保障货品的新
鲜度也成为线下保供点位重点关注的问
题。李国辉介绍，一些生鲜商品对储藏条

件要求较高，在现场供应一定数量的基础
上，超市安排了专车为保供点位循环补货，
运输时间一般不超过10分钟。此外，居民
也可以通过App购买肉、冰淇淋、饮料等商
品，附近的超市门店在遵守疫情防控要求的
前提下配送。

生鲜电商平台叮咚买菜承担了部分重
点区域的线上直供任务，目前，该平台在天
津区域蔬菜、水果的备货量是以往的两倍
以上，部分站点达到了 3倍。叮咚买菜天
津区域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专门调集了
配送运力以满足用户需求，承诺在营业时
间内不限制订单，此外，价格方面也与平时
基本保持一致。

对于封控区、管控区，叮咚买菜会将物资
送达指定收货点，再由社区工作人员或志愿
者进行派送。与此同时，平台还在部分社区
设置了无人货架和临时存放点，保障货物的
安全配送。“从最近的订单情况看，每一单包
含的商品更多了，蔬菜、水果、肉、蛋等生鲜商
品的占比较高。”该负责人告诉记者。

眼下，我市相关行政区已启动应急保供
机制，确保重点区域生活物资能够及时供应，
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市商务局统筹全市
保供工作，持续对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等
生活必需品企业的销量、价格进行监测，一旦
出现异动，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保障市场货
源充足、价格稳定。

本报讯（记者 万红 通讯员 陈洧洧）记者从天津滨
海机场了解到，昨起，天津滨海机场开通天津—阿拉木
图货运航线。该航线由南方航空A330—300客改货机型
执飞，一周2班，周二和周五执行，运输货物以普货和电
商货为主。

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是中亚连接东亚
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城市之
一。天津—阿拉木图货运航线的开通，不但丰富了京津冀
区域与中亚的货运往来通道，还将通过南航物流“一单到
底”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多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物流运
输选择，且进一步拓展了天津滨海机场的货运航线网络。

天津滨海机场充分发挥国际物流中心作用，今年1月
至4月，国际货运航班达610架次，同比增长21.3%；货量达
2.75万吨，同比增长12.6%。目前，天津滨海机场国内货运
通航城市已恢复至102个，天津到深圳、成都、重庆、昆明、
海口等地货机和腹舱运力均达到每周5班以上。

■本报记者 王音

昨天下午，在和平区清华园社区，一辆
无人驾驶的快递“摆渡车”承载着大箱小箱
的生活物资，穿梭在各个楼栋间，成为社区
志愿者为居民配送物资的“好帮手”。
“这小车无人驾驶，一趟能装几十

件包裹。从小区门口直接开到指定的
楼栋口，不仅为我们来回搬物资省了很

大力气，还能腾出一部分人手忙别的工
作，真是帮了大忙！”一名负责配送物资的
“大白”感叹。

近日，顺丰速运在和平区、河北区的多
个社区投放了无人“摆渡车”，打通了抗疫保
供无接触配送的“最后一公里”。在清华园
社区门口，专门设置了物资装卸点，快递员
每天多班次轮转，将居民从网上购买的各类
生活物资运送到这里，装上无人“摆渡车”，

自动派送至相应的楼门。
无人“摆渡车”上装有多个摄像头和感应

器，能够精准导航、定位。车辆以6至8公里
的时速在社区行驶，对行人、车辆和障碍物能
够自动避让，即便在夜间或者雨、雾天气，也
能正常运行。
“无人‘摆渡车’行驶到指定地点，由志

愿者集中取件，再配送到居民家中。如果
超时没人取件，无人‘摆渡车’还会发出信
息提示。送完一趟，车辆自动返回，再由快
递员安排下一次派送。既减少人员接触，
又省时省力。”天津顺丰公共事务负责人孙
亮说。

本报讯（记者 曲晴 刘国栋）近日，国槐叶柄小蛾虫
害的发生和蔓延呈上升趋势。河西区公用中心绿化管
理二所组织人员对辖区开展全面排查防治。

国槐是北方地区园林绿化建设的广泛种植树种，因
其冠形优美、遮阴度好，常被作为行道树或庭荫树。叶
柄小蛾作为国槐的常见虫害，因其发生和传播速度快，
对树木造成极大危害，严重影响国槐的景观效果和正常
生长。据了解，河西区绿化管理二所针对叶柄小蛾危害
部位的特殊性及隐蔽性，采取了物理防治、生物防治及
化学防治相结合的综合防治技术。首先集中人力喷洒
除虫脲防治，同时悬挂叶柄小蛾性诱捕器2193个，剪除
已被虫害侵蚀的枯枝、病枝，并记录上报，力争将国槐叶
柄小蛾危害降到最低水平。

本报讯（记者 姜凝）5月27日，天津大学举办2022新
时代青年社会创新影响力论坛，由天津大学团委和宣怀学
院联合全国18家高校和社会创新机构共同成立的“The
Engine天津大学青年社会创业中心”在论坛上启动。

该中心将持续利用项目培养、社会实践、公益服务
等多种多元化方式引导青年承担社会责任，把青年的公
益热情转化为社会创业的动力，在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
创新创业活动之间搭建成长和发展的路径，启发青年人
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投身社会创业活动，吸引更多人合
力推动青年社会创新创业进程。

■ 本报记者 姜凝

“王老师，你发过来的丹参种苗已经补种下去了，调
整种植流程后成活率稳定在90%以上……”近日，在甘肃
省庄浪县韩店镇东门村二社的一块梯田边，南开大学帮
扶干部、驻村第一书记王建鹏向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王春国报喜。

南开大学在庄浪县推动科技助农项目“中药材新种
质创制、新品种培育及推广”。4月下旬，韩店镇流转了
种植条件较好的10亩山地用作试验田，以现代化种植技
术试种首批南开大学培育的优质丹参。

整理土地、铺设地膜、种植种苗、浇水、施肥……王
建鹏和种植户韩跟虎每天到地里几趟，遇到问题便向王
春国寻求指导。如今，望着地垄上绿油油的丹参苗，王
建鹏等人放心了。
“丹参新品种每年4月种植，10月底就能收获。亩产

湿货1500公斤左右，照这样计算，每亩丹参毛收入6000
元左右，比以往的中药材种植收益翻了不止一倍。这10
亩试验田可以为村集体创收5万元左右。”王建鹏信心满
满。王春国课题组还帮当地联系了天津、河北等多个省
市的大型制药企业预约收购，将帮扶进行到底。

王春国说，希望通过科技力量大幅提升庄浪县中药
材产业发展的自主“造血”能力，从根本上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巴士公司运业部
部长郭立山赶忙划开挂着充电线的手
机。此时，承担转运任务领队的他已连续
一周没有睡过囫囵觉了。5月23日20时，
他再一次接到紧急任务——连夜转运隔
离人员。

“这回没有领航员，路况比较复杂，还
要避开封控区。”接到任务，郭立山立即与
一同在北辰区封控区临时驻地守夜的巴士
公司服务部副部长丛鹏、安全部管理闫荣
鑫忙活起来：线路规划、人员和车辆分配、
准备防护服和消杀用品……
“我认识路，我在第一个。”驾驶员陈林

自告奋勇。一辆、两辆、三辆……车子缓缓

发动的声音打破了夜的寂静。5月23日23时
许，随着上级一声指令，作为此次任务的首批
车队，来自华苑车队的4名运输保障队员分别
驾驶4部公交车前往指定地点。
“大家一定要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做好自

我防护。”5月24日0时20分，第二批转运车启
动，郭立山上前叮嘱每位司机。

5月24日7时，执行本次转运任务的驾驶
员返回在北辰区封控区的临时驻地。

截至目前，巴士公司抗疫运输保障队已
不分昼夜连续12天发出378车次，转运8627
人次安全到达指定地点。

“公交大白”的一次连夜转运任务

津南区水生态修复进入收尾阶段

让水资源动起来净起来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日前，记者从津南区了解到，
该区再生水利用及水生态修复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水资
源动起来、净起来的美好图景正逐步成为现实。据悉，
该项目以“运用大自然强大自净能力”为理念，通过构建
人工湿地及修复水生态环境，增加生物密度与净化强
度，实现河湖生态自净能力和再生水水质“双提升”。

据了解，该项目为中央环保资金支持的项目，总投
资约3.32亿元，分三个标段。一标段主要是利用八里湾
建成区及卫南洼生态片区的自然净化功能构建生态湿
地，同时截留周边面源污染，经生态涵养后排入河道，为农
业灌溉及生态补水提供优质水源保障。二标段葛沽镇九
道沟片区面积约21万平方米，建成后将对悬浮物、泥沙等
大粒径杂物进行初步处理，再进行氨氮等污水深度处理，
大幅度削减污染负荷后回供马厂减河河道，确保最终出水
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Ⅳ类效果。三标段承担着马厂减河
9条支流的生态治理任务，通过种植挺水植物、沉水植物、
浮水植物，设置生物栅、生态浮岛等方式，构建河道多级表
流湿地工程，恢复河道水体自净能力，保持生态平衡。工
程预计6月底完工，年底前投用。项目建成后，每天可为
绿屏·八里湾片区涵养水资源约20万吨。

昨晚，北辰区瑞景街核酸采样点，居民主动配合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吕铁义 摄

南开区构建三级保障体系

就近就地满足“菜篮子”

昨晚，南开区体育中心街阳光壹佰国际新城社区，居民有序排队进行核酸采样。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本报讯（记者 廖晨霞 通讯员 魏巍）
“来一份西红柿，一盒鸡蛋，回去做个番茄
炒蛋。再来份苦瓜吧，天热了去火。”5月
24日上午10时，南开区芥园里小区居民张
女士来到设在小区花园内的生活物资售
卖摊位买菜。

摊位上，各种蔬菜、水果和副食等一
应俱全。不远处贴着价格表，表上罗列的
物品种类近40种，每种物品按照等同重量
打包。

居民赵先生买了一个圆白菜、两个西
红柿、三根黄瓜、两个胡萝卜、几个土豆、
一袋面条和一盒荔枝。他说，这差不多是
全家一天的量，“天热了，东西存不住，吃
完了转天再买就行。”

据南开区商务局局长陈庶彧介绍，该
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居民生活必需品保
障体系，设立专门保供库房，调配米面粮
油入库储备。积极对接保供主体，统筹供
销资源，确保关键时刻生活必需品调得
到、用得上。组织保供企业工作人员走进
社区、前置售卖，就近就地保障居民群众
的“菜篮子”“米袋子”。
“我们不断完善由社区15分钟便民生

活圈、大型超市生活必需品保障和南开区
临时保供仓库构成的生活必需品三级保障
体系。标准化菜市场在严格执行防疫要求
的同时，全面推行延时服务，方便居民采
购。我们还发布了线上购物指南，倡导居
民线上购物，满足生活所需。”陈庶彧说。

天津滨海机场开通

天津—阿拉木图货运航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