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

大厅限流 市民“亮码”排队
“大厅限流40人，大家先排好队，出

示一下健康码。”4 月 8 日上午 10 点，记

者途经营口道时看到，滨海新区公安局

人口管理中心第一分中心（塘沽户政大

厅）外排起两排长队，大家在保安值勤人

员的引导下，依次进入办公区，有工作人

员监督“津门战疫”扫码、测温并检验“健

康码”，随后办事群众进入大厅取号。现

场秩序井然，各窗口前没有扎堆情况，基

本“一警一号一位”。

“您好，在这填好身高、血型、联系电

话。”6号窗口前，来自山东的张先生拿

着准迁证等资料现场办理落户，随后拿

着新户口簿重新拿号等待办理身份证。

他告诉记者，自己在新区工作一年多了，

春节前刚刚拿到准迁证，4月7日刚回到

新区准备复工，第一时间来办理落户手

续。“我是通过人才引进政策申请落户新

区的，以后准备在这边生活。”张先生说，

无论是办事大厅，还是社区防疫措施都

很到位，所以回来复工感觉也很安心。

据介绍，3 月份新区人口管理中心

第一分中心共受理身份证换申业务

2659 件，为228 名异地无居住证群众开

通“承诺制”便民服务；受理户籍业务

1921件，其中外省市迁入726件、新生儿

落户415件、本市移居452件，其余为项

目变更、迁出、死亡注销等。3月份日均

成功办理业务148件。4月1日至7日，

受理户籍业务 506 件，身份证换申业务

783件，日均成功办理业务184件。“最近

高峰日现场接待群众 400 人次，电话咨

询最多一天接待360多个。”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随着招生工作即将启动，本市迁

移落户和外省市迁入的办事群众开始增

加，户政大厅业务正在逐级恢复如常。

提醒

错峰办理 部分业务“网上办”
4月2日下午临近4时许，市民吴先

生急匆匆赶到大厅，申请办理子女投靠

落户，便于清明假期回老家办理迁户。

正准备下班的民警张敏和辅警曹静考虑

到尽量减少申请人“跑腿”，当场加班为

其办理，40 分钟后为其打印了准迁证。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除了疫情防控期

间暂缓的申请业务增长外，随着今年天

津中小学和幼儿园招生政策发布，本市

申请户口迁移和外省市子女投靠等业务

群众将迎来新一轮增长。

“近期，各户政大厅工作日上午出现

扎堆办理情况，建议准备办理身份证和户

籍业务申请人选择错峰办理，以减少现场

排队等待时间。”新区公安局治安管理支

队七大队副大队长李赫川提到，新区各户

政大厅接待时间是每天的10:00-16:00，

周末和中午无休，急需办理业务群众可提

前拨打咨询电话咨询预约，流动人口居住

登记、居住证申领、户口登记项目变更等

业务员可以在天津公安APP网上申请办

理，建议优先选择网上办。 记者 杜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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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瞬间战疫

时报讯（记者 张智）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

发起的“寻找身边的感动”活动持续征集相关主

题图片。4月8日，新村街惠安里社区发来图

片，记录了发生在社区防疫检查岗的温暖故事。

4月8日，天气转阴，一场小雨即将到来。

细心的社区工作人员发现，惠安里南门检查岗

的遮阳伞经长期使用已经出现破损。担心风雨

的到来会给值勤工作带来影响，社区工作人员

放弃了午休时间，齐心协力来修补遮阳伞。社

区里的巧手李知梅和刘虹负责缝补，李立壮负

责修伞架。忙活了半个多小时，才把遮阳伞修

好。在门岗值勤的机关下沉干部、物业工作人

员、志愿者等都非常感动。他们表示，“这不仅

是在修伞，更是在加油、鼓劲，在恶劣的天气中

我们更会坚守岗位，把好‘社区的大门’”。

合力补伞 暖身更暖心

案例：2月14日晚上10点多，宁夏永

宁县公安局杨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

有人在杨和镇南北全三组聚众打麻将。

随后民警在现场看到，五人围坐在麻将桌

上，都没有戴口罩，当场收缴赌资2000多

元。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警

方对违法行为人张某、邹某明、邹某军等

五人分别作出了罚款五百元的行政处罚。

天津市滨海新区普及法律常识办公
室解释：疫情防控期间聚众打牌的要负

法律责任，情节严重的构成刑事犯罪。

根据具体情节，可能构成赌博罪、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等。不构成犯罪的，在

疫情防控期间聚众赌博的，也要受到行

政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拒不执

行人民政府在紧急情况状态下发布的决

定、命令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法治同行战疫
疫情防控法律知识（三十八）

时报讯（记者 张智）受冷空气影响，

昨日新区天气阴冷，最高气温仅有11℃。

不过今日新区就将开启升温之旅。据滨

海新区气象台预报，今日天气以多云到

晴为主，气温开始回升，预计最高气温

15℃，直至周末晴暖天气彻底回归，预计

周日最高温将升至 21℃。近期天气多

变，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

明日升温 周日最高21℃

■ 服务信息

连日来，对于境外居民和外地返

津居民，福苑里社区的管理服务力度

既不放松也不加码，同时也想了很多

办法，既让管控措施“入脑入心”，又

让服务举措“润物无声”。尤其是肩

负着重任的社区居委会主任薛玉林，

既当指挥员，又做战斗员，既是宣传

员，又是协调员。这段时间，社区居

民很少从他黝黑的脸上看到笑容，但

人们却能读懂：他是要把笑容留到抗

疫完全胜利的那一刻。

眼下正是万物萌发、草长莺飞

的时节，生态城栽植的多种花卉也

迎来了盛花期，竞相绽放的花朵构

成了一幅春意盎然的风景画卷，展

现出生态之美。

4月9日，记者在中新大道生态城

门区、生态城服务中心东门、南门看

到，油菜花海随风飘动，在缠缠绵绵中

氤氲出一年中最美丽的风景。据了

解，目前，生态城的油菜花都已经栽植

完，共计2200多平方米。二月兰、玉兰

花、山杏花等应季花卉也陆续进入盛

花期，群芳吐蕊，多姿多彩。接下来，

还将迎来榆叶梅、海棠花、晚樱的花

期，一片繁盛的春景即将到来。

文/记者 王梓 图/记者 贾成龙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 通讯员 张泽）连日

来，滨海新区公安交警支队港北大队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积极落实复工复产便民服务保障措

施，在为辖区群众办理交通违法处理手续时，

依法严厉打击驾驶证“买分卖分”违法行为，维

护良好社会秩序，

4月7日17时06分许，一名杨姓男子到港

北大队交通违法处理大厅进行车辆违法处

理。窗口工作人员在处理过程中详细询问其

车辆交通违法情况，杨某不能准确回答车辆违

法事实，但坚称本人就是该车驾驶人，执意进

行车辆违法处理。后经值班民警进一步询问

核实，杨某说话含糊其辞，言语前后矛盾。针

对此疑点，民警初步判断，该人员涉嫌“买分卖

分”违法行为。港北大队立即与胜利派出所联

动，将嫌疑人杨某带至胜利派出所进行调查取

证。目前，胜利派出所已对该嫌疑人进行立

案，后续将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无独有偶，4月8日17时35分许，柳某、史

某两名男子，同样来到港北大队交通违法处理

大厅进行机动车违法处理。工作人员通过调取

机动车违法抓拍照片与二人进行人脸比对，发

现异常后，值班民警依法告知二人驾驶证“买分

卖分”是违法行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

过民警进一步对二人进行详细询问，柳某、史某

对“买分卖分”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柳某、

史某被移交胜利派出所做出立案调查处理。

繁盛春景绽放

处理车辆交通违法
“买分卖分”被识破

“飞机几点到达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好的，知道了。”9日下午，在大港街福苑里

社区居委会，主任薛玉林正忙着与机场接

驳人员对接，安排辖区入境人员进入集中

隔离点，确保生活保障等。外防输入，是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之一。居住在

福苑里社区的境内外居民有10多位，分

别来自英国、韩国、澳大利亚、泰国等国

家。如何用周全的服务，让入境人员及

外籍人士感受到家的安全和温暖，是薛玉

林和同事们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3月10日，从泰国返津居民韩海凤抵

达其住所福苑里社区，开始了居家隔离

生活。由于独自一人在家，吃的、喝的、

用的怎么解决，韩海凤发起愁来，好在有

社区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和周到的服务，

帮她度过了这段特殊时期。“薛主任很热

情，也很用心，回国之前我们就互相加了

微信，随时跟我沟通回国事宜。我回来之

后，他将我的微信设置‘置顶’模式，可以

第一时间收到我的需求，及时提供帮助。”

不管是买菜、生活必需品，还是防疫物资，

甚至是30斤重的桶装水，薛玉林都是第一

时间送货上门。每次下楼，还会帮忙把生

活垃圾带到楼下妥善处理。

仅居家隔离几天，韩海凤就接到通

知，她所乘坐的同一航班内有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作为密切接触者，她需要被接

到指定医院进行医学隔离。当天，看着

专属救护车将韩海凤接走，周围的居民

担忧起来。为安慰左邻右舍居民的情

绪，薛玉林一边忙着为韩海凤所居住楼

栋消毒，一边为居民们解释实际情况。

严防输入战疫
给隔离人员“家”的温暖 用心守护居民一方平安

他要把笑容留到抗疫胜利那一刻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对于每个境外居民来说，这段特殊时

期的经历和感受虽不同，却都收获了来自

社区的温暖。

3月25日下午，70多岁的李树成带着

女儿和三个外孙从英国伦敦返津，到机场

后，他们一家五口便被直接安排到了集中

隔离点。当天夜里2点多，正在睡梦中的

薛玉林被“滴滴”的信息声叫醒，原来发信

息的是李树成大爷，他说：“由于女儿刚刚

丧夫，心情不好，两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

也因失去父亲而情绪消极，为此外孙还曾

在国外接受心理辅导。”李大爷因对家人

的担心而失眠，于是想找居委会帮他申请

带着孩子居家隔离。通过信息，薛玉林耐

心安抚焦虑不已的老人，并承诺一定会尽

力帮忙。直到让老人彻底放心，薛玉林才

放下手机，而这时已经是凌晨4点钟。

第二天上班后，薛玉林马上就向上级

汇报了李大爷的情况，最终申请得到批

准。安排李大爷和外孙回社区居家隔离并

不是简单的事儿，测完体温，配发完体温

表、口罩等“七件套”，薛玉林向李大爷详细

告知隔离期间的注意事项，一套程序办完，

已到了中午时分。

然而，上午刚开始居家隔离，下午即

接到医院通知，李大爷一家乘坐的航班

内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需要将其送往医

院进行隔离。在医院隔离期间，薛玉林从

未与李大爷切断联系，他经常通过微信询

问其一家的身体情况及日常生活状况。

14 天后，收到解除隔离证明的李大爷激

动不已，第一时间告诉了薛玉林，“祝贺

您，终于可以带着女儿和孩子们回家了。”

薛玉林由衷地为李大爷高兴。李大爷也

给薛玉林发了一个大哭的表情，有辛酸

也有感动。

随着企业复工潮来临，返津人员不断

增加，特别是从武汉等疫情高风险地区返

津人员陆续进入小区，给社区防控带来新

的压力。薛玉林特意安排专人为居家隔

离人员购置配送生活必须品，每天进行情

感沟通，及时了解掌握身体状况和生活需

求。“特别是从湖北武汉返津人员，虽然到

目前这 32 名居民解除了隔离，回想当初

他们从武汉回来时，有些人对居家隔离的

不理解、不配合，工作难度之大，确实让人

头疼！”薛玉林说。

为加强居家隔离人员的动态管理，居

委会在每家门前安装临时监控，开始不被

理解，阻力很大，薛玉林就逐人反复解释，

直到接受为止。用他自己的话说：“千言

万语换来小区居民一方平安，值！”

疫情发生以来，从一开始的忙乱不知

所从，到后来的处变泰然有序，作为社区

“当家人”的薛玉林从未有半点放松。居

民很少从他黝黑的脸上看到笑容，但人们

却能读懂：他是要把笑容留到抗疫完全胜

利的那一刻。

♥用心服务♥
给隔离人员“家”的温暖

♥千言万语♥
换来小区居民一方平安

办理户政业务 建议错时错峰
新区各户政大厅接待时间每天10:00-16:00，周末和中午无休

随着市民工作生活秩序逐步
恢复正常，新区各窗口单位办事群
众也逐渐多了起来。进入4月份
以来，新区公安局各户政大厅办理
身份证和落户的群众较3月份增
加两成，民警提醒市民选择错峰办
理相关业务。

记者走访战疫

暖人暖事战疫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大爷，您别

着急，再好好找一下，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帮您到

社区补办一张出入证，您把地址告诉我，您腿脚

不方便，办好了，我给您送家里去。”这是大沽街

道和盛苑社区卡口“小红人”与居民亲切的对话。

他叫霍艾东，20 岁，是东北大学在读学

生。在境外人员输入疫情紧张局势下，社区急

需外语志愿者。霍艾东擅长英语，得知消息

后，便报名成为了社区党建红网格的志愿者。

其实，霍艾东并不住在附近，他所居住的

生态城距离和盛苑社区将近20公里。每次志

愿服务，都要从生态城赶过来配合工作人员,

同外籍人员做好沟通工作，了解来津目的、住

所、身体状况等。他更是主动采取线上、电话

沟通方式，做好境外人员入津排查工作，打通

语言难关。霍艾东说：“作为一名大学生，就应

该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为防疫工作

贡献一份青春力量。”

记者在深入了解了这个说话沉稳的小伙

子后才知道，原来他的这份热忱之心来自于家

庭教育和传承。在疫情防控期间，他的父亲是

一名下沉干部，在一街之隔的小区参加防疫工

作；他的母亲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也报名参

加了卡口值守，她还24小时开机，随时接通电

话，用专业知识为广大居民解决难题。一家三

口，舍弃小家的温馨时光，选择了大家的安全

健康，传承了最美家风。

大学生主动请缨
成为社区双语志愿者

警示案例战疫

4月9日，新村街综合执法大队执法队

员在塘沽火车站附近巡查时，发现一施工单

位在休闲公园内施工埋电缆，旁边的绿地及

便道砖被毁坏。执法人员了解到施工单位

无相关部门的审批手续，立即责令其停止

施工并依法下达相关法律文书。同时，对

其进行行政处罚1000元并恢复原状的决

定。相对人主动交了罚款，在限期整改时

间内恢复了原状。 文/图 记者 张智

破坏公园绿地？罚！

薛玉林上门为隔离人员送生活物资

♥用爱沟通♥
让隔离人员收获感动 社区供图社区供图

霍艾东在卡口为居民测体温霍艾东在卡口为居民测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