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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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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招法战疫

时报讯（记者 许卉）在很多家庭，垃圾分

类 已 成 为 习 惯 。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泰 达 街

“HOME”家园行动有序开展，居民们坚持进

行垃圾分类，专业人员在对分类垃圾桶进行全

面消杀的同时对分类垃圾袋启动“无接触”式

领取。

“这个月的垃圾袋要用完啦，请问怎么

领取呀？”在泰达街福瑞社区的垃圾分类志

愿者微信群中，始终坚持进行垃圾分类的居

民询问道。

“我们开通线上服务，登记领取。”记者从

该社区负责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处得知，疫情

防控期间，他们开通了线上申请领取厨余垃圾

袋的业务，居民完成登记预约后，工作人员根

据预留信息将厨余垃圾袋存放至小区自提处，

实行“无接触”式领取。

记者看到，“无接触”式领取的厨余垃圾袋

上标注了居民的楼号以及电话号码尾号，方便

居民对号领取。

分类垃圾袋
“无接触”式领取

遗失声明
徐景水（身份证号120109194901104017）

遗失伤残证，证件编号：A003103，特此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家家味牛肉面馆，注

册号：120116600455537，遗失营业执照正

本，特此声明。

市民提问：被新冠病毒病原体污染的

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需如何处理？

天津市滨海新区普及法律常识办公

室解释，《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七条规

定：“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

物、场所和物品，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

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者按

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

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

部门或者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

消毒处理。”

第四十七条规定：“疫区中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或者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

物品，经消毒可以使用的，应当在当地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进行消毒处理后，

方可使用、出售和运输。”

法治同行战疫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

（二十四）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感谢同安防疫卡

口团队的窦树鹏、吕树桥二位同志，是他们见

义勇为的善举救我父亲于危险之中……”24

日，在太平镇同安小区门口贴出一张手写的感

谢信，字里行间透露着对窦树鹏和吕树桥危急

中扶起突发脑血栓老人的感激之情。

3月18日中午，太平镇同安小区卡口工作

人员窦树鹏、吕树桥像往常一样在卡口值勤。

突然，他们发现不远处行走的一位耄耋老人身

体出现非正常摇晃并伴有后仰迹象，于是二人

立即冲上前扶住老人。幸好二人及时赶到，避

免了老人后仰摔倒造成的伤害。老人意识渐

渐清醒后，二人将老人扶至值班室，并进行精

心护理。随后，二人耐心询问才得知，原来老

人已年过八旬，刚刚是外出买药返回，途中突

然觉得头昏脑涨，而后便失去了意识。在询问

了老人身体情况及家属姓名后，他们第一时间

与老人的家属取得联系。家属闻讯赶到，窦树

鹏和吕树桥与家属确认老人无大碍后，才放心

地返回工作岗位继续工作。

事后，老人的儿子再次来到卡口，向对父

亲施救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如果不是你们

及时扶住了我父亲，后果不堪设想。后来去医

院检查才知道，父亲突发脑血栓，因送医及时

才无大碍。”老人的儿子激动地说，为表示感

谢，他专门用大红纸手写感谢信送到村委会，

以感谢卡口工作人员的善举。

疫情防控期间，滨海新区大沽街道在扎实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全
面开展“敲门行动”，通过多种方式关心关爱辖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重病
重残人员等群体，让他们感受到别样的温暖。

基层行动战疫
点亮老年群体抗疫生活 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敲门行动”送上别样温暖

暖人暖事战疫
八旬老人突发脑血栓
卡口值勤人员忙救助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者昨日从滨海新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区疾控中

心”）获悉，2020年3月24日是第25个“世界防

治结核病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携手抗疫防

痨，守护健康呼吸”。区疾控中心提醒市民，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同时也要做好结核病

防控工作。

据区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肺结核

是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通

过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喷出的带菌飞沫

传播，人群普遍易感。新区近 5 年发现肺结

核患者数逐年增多，且男性多于女性，中学以

及大学年龄段 15-24 岁占发病人数的 18%；

青壮年 25-34 岁年龄段发病人数最多，占总

发病人数的25%。

由于目前还未研发出针对肺结核的疫苗，

因此预防方法和防疫类似，主要也是：戴口罩，

不随地吐痰，咳嗽、打喷嚏时掩口鼻，勤洗手，

多通风，强身健体，合理饮食。

滨海新区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有三家，

分别是塘沽传染病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滨海医院（原汉沽医院）以及大港医院，去定

点医院诊疗肺结核可享优惠国家政策，详情

请咨询滨海新区疾控机构。区疾控大港分中

心电话为 022-25983853，汉沽分中心电话为

022-25693957。

服务信息战疫
戴口罩 勤洗手
抗疫防痨两手抓

记者走访战疫
久违的烟火气息和车水马龙的场景渐次回归人们的视野

春暖花开“熟悉”的生活回来了
历经风雪，春暖花开。人们走出

家门，走进工厂、商场、文化场所、公
园……重拾陌生而又“熟悉”的生活，
久违的烟火气息和车水马龙的场景
也渐次回归了人们的视野。

“王大娘，您的药还够吗？”3月24

日一上班，大沽街道和盛苑社区社工

杨明兰就拨通了居民王凤云的电

话。王凤云居住在杨明兰负责的网

格内，是一名孤老户，患有心脏病，需

长期服药，但疫情防控期间，她出行

不便，下楼买药成了难题。就在她一

筹莫展时，杨明兰敲响了她的家门。

“王大娘，我们正在开展‘敲门行动’，

疫情防控期间您尽量少出门，有什么

困难跟我们说。”一句暖心的问候，如

及时雨般滋润了老人的心田。她说

出了买药不便的困难后，杨明兰当天

就拿着老人的医保卡，到附近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帮忙取回了药，解了老

人的燃眉之急。

和盛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郭丽芝告诉记者，在“敲门行动”中，

社区网格员、党员、下沉干部通过电话

问询、微信联系、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

开展“敲门行动”，除对特殊老年群体

进行信息采集和宣传疫情防控基本要

求外，还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

庭成员情况和是否有实际生活困难，

同时与老人子女进行沟通，温馨提醒

他们在外出复工复产的同时，加强对

老人的情感关爱和精神抚慰。

和盛苑社区只是一个缩影，在大

沽街道辖区，类似的助老故事每天都

在上演。大沽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 2 月 27 日启动“敲门行动”以来，辖

区19个社区及筹备组累计敲门6300余

户，梳理出重点户630户，帮助居民解

决问题300余个，“用温馨关怀的方式

点亮老年群体的抗疫生活，打通社区服

务居民‘最后一公里’。” 记者 张智

3月初的一天，和盛苑社区的阚

大娘正准备做饭，可刚一打开水龙头，

水流就顺着水管的连接处喷射而出，

吓得她赶紧关闭了阀门。失独又独居

的阚大娘一时慌了手脚，不知该找谁

维修。在无助的时刻，她想到了社工

上门时说的话，“有困难找社区”。“您

别着急，我们马上帮您想办法。”社工

一边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安排人上

门维修。原来，社区的天化转岗人员

岳毅利就会维修水管，接到消息，他立

刻来到老人家中，很快就修好了水管。

3月 24 日，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

馆恢复开放，虽然目前只开放遗址

区，但依然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

经过工作人员的严格检测后，符合入

馆要求的市民纷纷登上炮台，探寻新

区历史。

“我是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

微信公众号上看到开馆消息的，就过

来看看。”作为第一位到馆的游客，市

民王先生说，希望能用这种方式支持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展。

记者 范炳菲

被按下“暂停键”的幸福广场购物中

心也于日前正式开放。记者了解到，幸

福广场购物中心恢复营业的门店共涉及

零售类130个品牌，营业率达100%。

走进幸福广场，记者看到，入口处工

作人员正在协助顾客扫“津门战疫”二维

码、检查“健康码”、测体温，并通过数量

统计合理控制客流。记者注意到，为防

止人员聚集，该商场直梯已暂停使用。

与此同时，卖场中还不断通过语音广播、

LED大屏幕宣传着疫情防控知识。

走访中，记者发现，商场内餐饮业如

肯德基、必胜客、呷哺呷哺等店面已纷纷

复工营业，通过采取“四人桌对角坐两

人、两人桌坐一人”的措施，开始有序提

供限制性堂食服务。

据了解，幸福广场位于大港油田的中

心地带，是油田最大的集购物、餐饮、休

闲、娱乐于一体的时尚生活购物中心。“听

说营业后，我本打算来看一下情况，先不

进去，但一看到商场入口处的防控措施这

么严格，我就不担心了，也排队进入了。”

正在商场内挑选春装的刘女士表示。

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蔡华

新区的草莓采摘游也已开始重新面

向游客开放，成为这个春天里，草莓种植

户收获的最美讯息。

据了解，汉沽街原大田区域以蔬菜、水

果种植和水产养殖为主，其中草莓产业经

过多年的摸索和积累，已形成以大马杓沽

村、小马杓沽村及福霞生态园、永丰设施农

业基地等为主的种植基地，种植面积达300

余亩，是天津规模最大的草莓种植基地。

“妈妈，这个草莓太好吃了，又大又

甜，我要多摘一点，给弟弟带回去。”6岁

的李思雨小朋友正一边摘一边吃。3月

23日，汉沽街大小马杓沽村在防控疫情

的同时，迎来了首批草莓采摘客。

记者走进小马杓沽村草莓大棚，只

见一垄垄绿色的秧苗生机勃勃，叶子中

间绽放着一簇簇白色的小花，花朵下则

躺着一颗颗熟透的草莓。大棚里，采摘

的游客有的踮着脚尖提着果篮，有的带

着孩子边采边尝。

记者注意到，开放草莓采摘后村里

对于疫情的防控并没有放松，按照规定，

游客进入棚内必须出示“健康码”、佩戴

口罩，经工作人员验码、测量体温后再进

棚，而且进棚还需分批次、限人数。

“春暖花开，大小马杓沽村在防控疫

情的同时迎来了草莓采摘期，虽然受疫

情影响，草莓采摘期来得晚了些，但并不

影响大家对草莓采摘的热情。目前草莓

口味香甜、颜色红润，采摘价格也很亲

民。”汉沽街农业综合中心主任刘玉才介

绍，汉沽街开放草莓采摘，不仅给连日来

冷清的村子带来了欢声笑语，也让各村

的草莓种植户有了盼头儿。 记者 刘芸

作为滨海新区重要的时尚生活以及

经济开放区域之一，疫情防控之下的中新

天津生态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24日一早，在生态城商业街经营鲜花

店的张女士早早来到了店里。在做好店里

的消毒工作后，她先是测量了自己的体温，

并做好记录，而后才将店里的部分鲜花搬

到室外晒太阳。张女士还专门在门口摆放

了一张小矮桌，以防止顾客进入店内。顾

客来买花时，只需告诉她需要什么品种，她

便挑好鲜花，隔着桌子递给顾客。这是张

女士营业的第二周，随着商业街客流的逐

渐增多，她的生意也逐渐好转。“感觉大家

的生活在逐步回归正轨。”张女士说。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紧邻商业街的生

态城第二社区中心。记者看到，位于第二

社区中心的商户大部分已经开始营业。

因为附近饭馆众多，临近中午，饭馆前等

待接单的外卖送餐员也格外多。正在等

待接单的外卖送餐员小陈告诉记者，一周

多以前，他们派送的还主要是蔬菜和水

果，而随着饭馆的逐渐复工，他们的业务

种类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由以蔬果为

主转为以餐食为主。 记者 韩春霞

大沽口炮台遗址
博物馆恢复开放

大港油田最大购物中心按下“营业键”

天津最大草莓基地盼来采摘客

小“城”商业街复苏迎暖春

老人买药难 社工送上门

社工变身“维修工”及时排险解难题

点亮老年群体抗疫生活

市民参观大沽口炮台遗址市民参观大沽口炮台遗址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现阶段门票价格为10元/人

开放时间为9:00-16:30（16:00停止
购票），周一闭馆（节假日除外）

2020年内对全国的医务工作者执行
免费政策

时报讯（记者 王梓）记者24日从生态城

社会局了解到，为有效防范境外疫情风险输

入扩散，生态城各社区高度重视入境人员防

疫工作，严把排查、传达、进门“三关”，做实

做细入境人员防疫工作。

为严防境外疫情输入，生态城各社区充分

利用网格化管理手段，广泛发动楼门长、网格

员、志愿者等责任主体，以“微网格”为基础延

伸排摸触角，对前期防疫排查信息“回头看”，筛

选比对境外人员，并及时建立信息档案，执行日

报告制度，确保排摸“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此外，生态城严抓传达关，目前区域内

14个社区、筹备组在防疫监测卡点、社区主

次干道、小区广场等显著位置广泛张贴“严

防境外疫情输入特别提醒”海报200余张。

记者还了解到，通过“大数据”平台，各

社区也在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沟通，第一时

间掌握境外回归人员信息及隔离要求。生

态城各社区党组织与社区民警、家庭医生、

物业公司通力配合，锁定辖区境外人员，实

行“四包一”联防联控机制，真正做到面对面

交接、点对点护送，守好入津第一关，在通力

合作的接力赛中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生态城严把“三道关”
防范境外疫情输入

近日，天津港保税区东西湖景区健康

绿色的水源吸引了黑天鹅、凤头䴙䴘、黑翅

长脚鹬等多种鸟类前来栖息，给春日里的

空港增添了许多灵气。

据专家介绍，凤头䴙䴘属于国家三有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保护动物；

黑天鹅原产于大洋洲，已被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贾磊

稀有鸟类
做客新区

市民在大棚内采摘草莓市民在大棚内采摘草莓 记者记者 刘芸刘芸 摄摄

生态城第二社区中心的一家蔬果超市恢复营业生态城第二社区中心的一家蔬果超市恢复营业 记者记者 韩春霞韩春霞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