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锋行动战疫
应急机动队火线成立 急难险重冲上去

——记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公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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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有序复工战疫

“目前企业有多少员工复工？”“需要

公安部门提供什么帮助？”3月20日下午，

滨海新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法制支

队、交管支队、出入境管理支队等多个部

门组成的“服务动车靠前号”走进渤海石

油大厦，与新区14家企业负责人座谈，了

解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的难题，并结合交通

疏导、治安隐患排查、企业安全指导和职

工培训等问题现场答疑。

据了解，滨海新区吹响复工复产“冲

锋号”以来，区公安局在坚守“疫”线的同

时，围绕“一二三”工作法服务企业防疫

情、查隐患、解难题，全心全意为新区“双

战双赢”保驾护航。

“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管控

在新区，从春节期间不到 4000 家企

业连续生产，到如今已经有25000多家企

业复工复产，100 万人返岗。停工企业

疫情下快速“重启”，带来的是另一场考

验。区公安局按照“一企一策”服务管控

原则，“精准化”给企业“量身定制”疫情

防控措施、策略，实时掌握开复工企业情

况，并为各企业建立自己的疫情防控档

案，根据企业需求提供服务和保障。

“我们要用的甲苯运输需要审批，现

在全部‘网上办’，而且当日申请当日批

复！”中石化天津分公司称赞道。为确保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审批，保障生产材料供

应，区公安局法制支队四大队民警通过电

话、微信全程指导企业“网上办”，当日申

请当日办结，所有业务不过夜。

“我们对复工企业和所有拟复工企业

进行了统计，对复工企业全部建档立卷，

对外省返津员工逐人排查登记。”治安管

理支队六大队大队长李群山说。

“二环相扣”精准检查督导

企业想要复工复产，防疫措施的严格

落实是前提。区公安局各职能部门、基层

派出所按照“不漏一企、不漏一人”的原

则，全方位、全覆盖排摸辖区企业及人员

基本状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基础

摸排和精准管控上，紧紧抓住问题督导整

改和检查处罚两个环节，确保企业将疫情

防控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有员工自驾返津后准备直接返岗，

需不需要先隔离14天？”针对企业提出的

咨询，区公安局第一时间搜集和汇总相关

信息，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并第一时间反

馈调查结果。“走访检查期间，我们发现一

小区门口保安的口罩特别脏，询问之下得

知保安公司买不到防护口罩。对相关负

责人进行批评教育之后，又紧急联系生产

口罩的企业帮他们解决物资采购难题。”

治安支队六大队副大队长杨广惠说。

“三个到位”精准提升成效

为全力提升保障成效，区公安局坚持

“服务企业到位、部署防范到位、维护企业

稳定到位”，多次启动“服务动车靠前号”，

交通、户政、审批等各部门纷纷推出服务

企业创新举措。先后直通富士康、一汽丰

田等几十家企业，多次为企业协调解决复

工复产过程中的迫切需求和难题。

天津大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外地返

厂人员集中，宿舍不具备一人一间隔离条

件，咨询多家宾馆却房间告急。治安支队

六大队获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帮忙联系各

大宾馆，最终在某宾馆帮忙协调出30多

间“隔离房间”，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企业复工复产后，交通也是困扰大型

企业防疫工作的普遍难题。交管支队主

动作为，不断加大对复工复产后的交通秩

序整治。一汽丰田、长城汽车等大型企业

集中在同一日复工，有200余部班车和上

千部私家车通行，企业门前交通压力激

增。对此，交管支队提前与企业对接，研

究并制定了具体防疫措施和疏导方案，保

障了企业复工复产后交通安全有序。

区公安局“服务动车靠前号”服务复工复产企业

“一二三”组合拳助力企业快速“重启”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何沛霖 通讯员 吉敦峰 摄影报道

■ 按照“一企一策”服务管控原则，“精准化”给企业“量身定制”疫情防控
措施、策略，实时掌握开复工企业情况，并为各企业建立自己的疫情防控档案

■ 按照“不漏一企、不漏一人”的原则，全方位、全覆盖排摸辖区企业及人员
基本状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在基础摸排和精准管控上，紧紧抓住问题督导
整改和检查处罚两个环节，确保企业将疫情防控措施真正落实到位

■ 坚持“服务企业到位、部署防范到位、维护企业稳定到位”，全力提升保障
成效，多次启动“服务动车靠前号”，推出服务企业创新举措

▲公安干警现场为
企业解决问题

昨日，记者从天津临港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获悉，保税区临港区域栽植了40万株

油菜花，分布在临港商务大厦南侧的游憩

公园、临港湿地公园、主干道绿化带。目

前这些油菜花已陆续绽放。记者在现场

看到，市民在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纷

纷来到油菜花地赏花、拍照。

据了解，此次栽植的油菜花是由天

津临港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自行培育的，

该品种具有花色较黄、色纯、花瓣大等特

点，集中种植形成大片花海，十分漂亮。

此次栽植油菜花旨在提升区域内景观效

果，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游玩赏花。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站里应急防护物资准备得怎么样？

消毒液到位了吗？物资不够的要及时上

报，抓紧补充……”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公

路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晓军说，组建应急机

动队，就是要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冲上去，当

先锋，打头阵。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应急

机动队频频出动，不仅在疫情防控初期极

大地支援了全区范围内各卡口的防疫检

查，还在应对企业复工复产返程高峰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

疫情防控初期，李晓军的主要任务是

负责组织在新区范围内区县级公路省界

设卡检测和对乡村公路卡口点位进行督

查。“点位多不怕，就怕防控不到位。”李晓

军说，区县级公路和乡村公路的设卡点位

大多分布在村庄边缘，地域狭窄，地处偏

僻，再加上天寒地冻，布控存在一定难度，

“虽然点位条件差，但我们能克服。”

疫情发生后，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应

急机动队立即组建，李晓军更是把自己

“铆”在了新区交通运输行业抗击疫情的岗

位上。对于交通运输系统而言，启动战时

工作机制，就是要快速反应，深入一线，靠前

指挥，连续作战，细查严堵，全力掐断新冠病

毒的公路传播途径。在工农大道卡口，由于

车流量大，再加上大雾雨雪天气和返程高峰

等原因，拥堵时有发生。接到指令后，李晓

军紧急协调应急机动队出动，调派队员增

加检测力量，参与现场指挥车辆通行，提

升检测效率，大大缓解了卡口交通拥堵。

“我们以一专多能、一队多用为己任，

积极展开各种应急援助，现有队员大部分

为具备专业公路建养和应急经验人员，作

风优良、综合素质突出、业务技能娴熟。”

李晓军说，下一阶段，应急机动队将在大

练基本功的同时，更加注重加强“硬件”设

施建设，配备先进装备和器械，并积极向

市、区范围内的优秀救援队伍学习，恪尽

职守，快速反应。

防疫工作还在进行当中，战斗还没有

结束。连日来，李晓军在继续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聚焦公路主业主责，加强公路

日常养护，开展春季路域环境整治，有序

推进公路工程复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并积极动员6名干部下沉社区参加疫情

防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李晓军深知自

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

感和清醒的头脑，把防控疫情和推动公路

事业发展作为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主战场。 记者 马坤

李晓军（左）在卡口解决问题
记者 何沛霖 摄

“参与社区疫情防控，责任重大，使

命光荣。为街道社区助力，是生态城税

务人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是生态城税

务局党员干部们的共同心声。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生态城税务局主动践行全

国文明单位的使命担当，把抗击疫情作

为当前首要任务，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

作，多措并举履行好全国文明单位的社

会责任，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生态城税务局

前期主动联系汉沽街、茶淀街和寨上街，

派驻党员干部参与社区防控志愿服务。

党员干部们或为社区防疫出谋划策，或

主动请缨站岗值勤，为社区防疫工作添

砖加瓦。他们严格核查出入社区人员和

车辆，宣传防控知识，增强居民严防死守

的意识，穿梭于小区楼宇之间喷洒药物

消毒杀菌，为隔离人员配送生活物资。

前段时间，新村街临时党支部急缺协

助商户复工的志愿者。得知这一消息后，

生态城税务局立即行动，摸排在塘沽辖区

居住的干部，半个小时内集结4名党员组

成志愿先锋队，第一时间支援新村街疫

情防控工作。第二天，4名党员准时报

到，加入新村街临时党支部，第一时间投

入到助力商户防控疫情志愿服务中。

“感谢生态城税务局送来防护物

资！”防控物资的到来让茶淀街前沽村

村支部书记张洪良感到了温暖。疫情

发生以来，生态城税务局也始终关注着

对口帮扶村的疫情防控工作，得知有些防

控物资紧缺后，克服特殊时期自身困难，

紧急联动、快速落实，为汉沽街芦前村、

茶淀街前沽村以及汉沽街贾园里社区送

去了口罩、手套、消毒液、纸巾等防疫物

资，带去了生态城税务人对疫情防控一

线工作人员的深情问候和崇高致意，

携手对口帮扶村，共同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 记者 范炳菲

全国文明单位抗击疫情作表率

昨日，记者在高新区渤龙湖畔看到，

这里桃花绽放，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赏

景、放风筝、骑单车。渤龙湖中有三座小

岛，从空中俯瞰，蓝蓝的湖水环绕着粉红

的小岛分外美丽，市民们纷纷走上小岛观

赏春景。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渤龙湖畔 桃花绽放

保税区临港区域

油菜花开
遍 地 黄

▲ 扫码看视频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记者昨日从区农业

农村委获悉，新区“厕所革命”专班以疫情防控

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各街镇强化厕所清洁卫

生，做好厕所粪污处理，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卫

生如厕，预防疾病和控制病原微生物传播，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利支撑。

据悉，疫情防控期间，新区将重点加强农

村公厕卫生管理和粪便处置，降低新型冠状病

毒传播风险。户厕方面，要求村民经常检查厕

所化粪池、下水道、排气管等设施设备，对破

损、渗漏的及时进行维修，确保粪便无害化。

同时，新区充分发挥农村大喇叭、微信、标语等

作用，积极宣传“农村厕所改造提升”“做好厕

所改造工作对疫情防控的重要作用”“如何做

好厕所消毒”等内容，引导村民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提高村民

的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提高文明素质。

新区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积极防控疫情 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上接第一版）符合入馆要求的市民可经南1-

1门、北1-1门进入文化长廊。文化长廊开放

期间，地下车库暂停使用，所有车辆停放至场

馆南北侧地面停车场。滨海新区美术馆开放

时间临时调整为：周二至周日9:30-17:00（周

一闭馆），目前仅开放二、三层展厅，目前开

放区域正在展出“花开盛世——花鸟画名家

提名展”“国际版画大师典藏原作展”“杨柳

青木版年画展”“山西静乐剪纸互动教育巡

展”等。

滨海新区图书馆中心馆区周一 14:00-

17:00、周二至周日9:30-17:00开放，馆内开放

区域为一楼少儿绘本借阅室、二楼儿童图书

借阅室、三楼社会科学借阅室和自然科学借

阅室，馆外24小时自助借还书机可使用，书山

暂时关闭不可登临。开放的借阅室仅开通图

书借还功能，暂不提供读者馆内阅读及自习

服务。推荐进馆后先在南区一层集中还书区

自助还书，而后在开放区域就近选择设备自

助借书。同时，在馆读者人数上限为200人，

读者需配合馆方管理。疫情防控期间，读者

当前账户所借图书不计超期费用、时限。

中新友好图书馆开放时间为周一14:00-

17:00，周二至周日 9:00-12:00、14:00-17:00，

馆内开放区域为二楼自助借还区、图书馆大

厅、生态儿童馆、绘本阅览区和三楼社会科学

图书阅览区，馆外24小时智能书柜、汽车穿梭

还书机均可使用。疫情防控期间仅提供借还

书服务，暂停馆内阅览及自习服务，暂停举办

线下讲座、培训、演出、比赛等聚集性活动。

同时，在馆读者人数上限为200人。

滨海新区文化馆（含塘沽、汉沽、大港馆

区）开放时间暂定为周一至周日9：00-12：00、

14:00-17:00。塘沽馆区开放一楼群星展厅，目

前正在展出刻字艺术精品展；大港馆区开放一

楼共享大厅和四楼美术展厅，目前正在展出新

春对联展；汉沽馆区（新开南路馆区）开放四楼

非遗展厅。各馆区同时在馆人数不超过20人。

滨海新区博物馆开放时间暂定为周一至周

五9:30-15:30（15:15停止入馆），每周六、日闭

馆。由于博物馆坐落在河滨公园内，根据河滨

公园开放管理举措，到馆观众须从河滨公园正

门步行至博物馆。后续开放时间也将根据河滨

公园开放时间适时调整并及时公告。目前馆内

开放区域为滨海故事陈列展厅，同时参观人数

不超过80人。暂不提供团体预约和讲解服务，

观众可在入口讲解服务处租赁智能导览设备，

或扫描展柜上的二维码体验自助导览服务。

此外，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自3月24日

起恢复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00-16:

30，开放区域为遗址区，同时在馆游客不超过

500人。其余场馆将根据条件逐步恢复开放。

新区文化场馆今起有序恢复开放

（上接第一版）实有内资企业161829户，同比增

长10.12%；注册资本49242.33亿元，同比增长

9.02%。实有外资企业7814户，同比增长0.13%；

注册资本2454.89亿美元，同比增长13.14%。实

有个体工商户160729户，同比增长10.99%。截

至2月29日，自贸区实有市场主体74097户，同

比增长13.08%。内资企业69959户，同比增长

11.5%；注册资本 25483.76 亿元，同比增长

8.12%。外资企业4138户，同比增长5.17%；注册

资金1582.71亿美元，同比增长19.28%。个体工

商户13394户，同比增长19.24%；申报资金20.12

亿元，同比增长210.37%。

前两月新区全程电子化
设立登记市场主体14085户

（上接第一版）保持物价稳定事关百姓衣

食住行，人民银行历来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对

此高度重视。陈雨露表示，2020 年稳健的货

币政策会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根据疫情发展把

握好政策出台的力度、节奏和重点，保持广义

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

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既要保持物价的基本

稳定，同时又要防范信用收缩风险和经济下行

出现叠加共振，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和控通

胀的综合平衡关系。

我国不存在长期通胀
或者长期通缩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