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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英浩 摄

NANKAI SHIXUN

ＴＩＡＮＪＩＮ RIBAO

责任编辑：刘雪萍

http://www.nankai.net.cn

时讯

E — mail:nkqrmt_nksx@tj.gov.cn

新闻热线：87724210 87724211

2020 年 4 月 2 日 星期四

第 13 期

总第 809 期

区领导调研检查古文化街

南开区举行隆重仪式欢迎支援湖北医疗队英雄凯旋

逆向而行奔赴一线舍小家为大家
无惧艰险顽强拼搏诠释初心使命
本报讯（记者 武华莎）春暖花开，英雄归
来。 3 月 31 日下午，南开区 28 名参与天津支
援湖北医疗队的抗疫英雄休整期满，从隔离
休整点撤离，即将重返工作岗位。 南开区举
行隆重欢迎仪式，区委书记杨兵代表区四大
机关和全区百万人民向队员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和诚挚的感谢。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主持仪式。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区政
协主席李伟成，区委副书记张勇勤参加。
警车开道、铁骑护卫，下午 4 时，医疗队队
员乘坐的车辆驶入机关大院， 医疗队队员家

属、同事和机关干部挥舞国旗，迎接他们凯旋。
车门开启，杨兵、孙剑楠、陈玉恒、李伟成分别
为队员们献上鲜花和一线抗疫英雄纪念杯，用
热烈的掌声向英雄致敬。
杨兵说，在疫情最严重最危急的时刻，大家
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号召， 按照
市委和区委的统一部署，逆向而行、奔赴一线，
舍小家为大家，日夜奋战在抗疫救治最前线，用
精湛的医术全力救治患者、坚决守护生命。 大家
无惧艰险、顽强拼搏，出色完成了救治任务，体
现了对党和人民的无比忠诚，诠释了医者仁心、

救死扶伤的初心使命， 你们是南开全体医务工
作者的精神写照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为
“
湖北胜
则全国胜”贡献了南开力量。
杨兵说，医疗队载誉凯旋、平安归来，我们
以简朴、隆重的方式表达最热烈的欢迎、致以
最崇高的敬意！ 感谢大家在危难时刻挺身而
出、不畏艰险、冲锋一线、无私奉献！ 感谢全区
所有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守护人
民健康！ 感谢广大医务工作者家人们的全力支
持、辛苦付出和奉献！
杨兵表示，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

心和保障好大家的生活，希望大家调整好身心
状态，秉持仁心大爱，继续坚定前行，以饱满的
热情、辛勤的付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
“双胜双赢”。
医疗队代表李红发言时表示，参与这次医
疗救助是一段难忘的经历，也是一次难得的历
练， 将继续发扬南开医务工作者的优良作风，
秉承仁心仁术，当好健康卫士，努力为南开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区级领导，区卫健委、各医院主要负责同
志及部分家属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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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回家！

点赞白衣天使
凝聚南开力量
石迅
新冠肺炎疫情发以来， 按照党中央和市
委、区委的统一部署，南开区先后派出 4 批、共
37 名
“
白衣战士”，随天津支援湖北医疗队奔赴
战“疫”一线。 南开区的白衣天使们无惧艰险、
顽强拼搏，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
神，义无反顾地奋战在医疗救治最前沿，展现
了高尚情怀和精湛医术，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立下了汗马功劳，贡献了南开力量。
如今，南开区的“白衣战士”陆续载誉凯旋，
南开人民欢欣鼓舞。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是南开
人民的骄傲，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点赞白衣天
使、凝聚南开力量，就要大力弘扬南开区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们敢打敢拼、 英勇无畏的革命乐
观主义精神。 为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整体战、阻击战，这次南开区医护人员可
谓精锐尽出，选派来自黄河医院、三潭医院、南
开中医医院、王顶堤医院、水阁医院、区疾控中
心的医护人员奔赴湖北，照料患者、救死扶伤，
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将无私大爱播撒在荆楚大
地。 要大力弘扬他们牢固树立全国
“一盘棋”思
想，舍小家、为大家，冲锋在前、敢打必胜，展现
出了南开区医护工作者的高尚情怀、崇高境界、
精湛医术、大爱精神和无畏艰险、勇于牺牲奉献
的英雄气概， 在全社会凝聚同舟共济、 众志成
城、攻坚克难的强大合力，和百万南开人一道，
坚决夺取防控疫情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
双战双赢”。

南开天使 你们最美
详见 18、19 版

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战双赢”
本报讯（记者 董士丞）日前，南开区
长、区政府党组书记孙剑楠主持召开区政
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
议暨市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精神，
以及《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规定》文件精神；研究讨论全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 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 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
巩固和拓展的关键时期， 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
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形
势， 研究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工作， 为我们抓好下一步工作
提供了根本遵循、增添了信心决心。 我们要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和市委部署要求，因时因势调整工
作着力点和应对举措，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虽近不惑，但存意气，何惧阑珊！”
—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业务办主任王楠
——
■记者 刘雪萍
他投身过汶川抗震救灾的一线、面对
甲型 H1N1 疫情奋战在前沿，如今，他又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请战书上，按下了
鲜红的手印，写下了“不计付出，无畏艰
险”的誓言。 他就是南开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业务办主任王楠。
原本已经借调到区创卫办工作两年

多的他， 当得知疫情处置工作即将进入
战时状态后，主动请缨回到疾控中心，立
即投入到疫情处置工作中来。 自 1 月 21
日南开区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以来， 他放
弃了休假和与家人的团聚， 连续几日奋
战在疫情处置工作一线， 保证了疫情处
置前期各项工作的顺利衔接和有序开
展。 除夕夜， 他和同事们围坐在会议桌
旁，饺子、泡面……一顿简单得不能再简

和经济社会发展， 以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双战双赢”的实际成效，体现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党委（党
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进
一步细化党组主体责任清单，加强压力传
导和责任追究，切实做到真管真严、敢管
敢严、长管长严，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新成效。

单的年夜饭，却让他们终生难忘。
2 月 13 日， 王楠随南开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支援湖北恩施的第二支队伍出
征驰援湖北恩施宣恩县。 在当地，他主要
负责日常与县防控指挥部的相关协调工
作，同时，指导乡镇卫生院发热门诊及隔
离点的消杀工作并对其布局和操作规范
提出整改意见和建议，参与终末消毒和各
类场所的预防性消毒。 此外，王楠还协助
当地县疾控中心编制相关技术文件和技
术方案，及时开展技术培训和技术交流。
王楠总说：
“
我是一名疾控人，更是一名
共产党员，冲锋在前是我必须的选择！ 我只
想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完成我应该去做的
工作，无愧自己的选择，不给自己的人生留
下遗憾。 虽近不惑，但存意气，何惧阑珊！ ”

有序推动复工复产
五大类领域企业复工率达 100%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南
开区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重要讲话精神及
中央和市、 区委决策部署，在
抓紧抓实疫情防控的同时，提
早谋划、 提前动员、 提速推
进， 有序有力恢复经济秩序，
成效明显。 截至目前，南开区
规上工业、资质以内建筑业和
房地产业、国高新企业、外贸
运行监测重点企业、重点楼宇
企业等领域复工率达 100%；
全区 9 家商业综合体全部恢
复营业。
围绕天津市 21 条惠企措
施， 南开区从四个方面用力，
持续加大助企扶企力度，及时
制定“六稳 12 条”措施，帮助
企业度过疫情难关。 一是积极
应对疫情防控。 重点推动防疫
相关企业复工复产，各部门协
调发力，开通企业复工绿色通
道，开展联合服务，以刻不容
缓、只争朝夕的态度，推动宜
药印务、诺达印刷等一批企业
第一时间复工复产。 二是解决

企业用工难题。 落实保险缴费
惠企政策，组织“云招聘”满足
企业用工需求，帮助企业解决外
地返津员工隔离难题，助推企业
复工复产。 三是落实减税降费
措施。 落实市有关政策，开通电
子税务局、 手机 APP、24 小时
自助办税终端等多种渠道为纳
税企业办税缴税提供便利。 四
是加大金融服务支持。 已将 20
余家企业的融资需求与金融机
构对接，已帮助部分企业实现了
融资。 针对天津市中小微企业
和 个 体 工 商 户 惠 企 服 务 27 条
措施，南开区还研究制定全面推
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复
工复产方案，在区领导包保重点
企业的基础上，建立区领导包片
包街道服务机制，全力推动街域
内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恢
复经营。 组建专项推动组，以街
道 社 区 为 单 位 成 立 了 178 个
“132”建制的帮扶小组，深入企
业、商户指导经营者细化完善疫
情防控措施，解读惠企政策大礼
包，全面推动中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应复尽复。

增强旅游产业
经济带动力
本报讯（记者 武华莎）日前，南开区委书记
杨兵不打招呼， 来到古文化街就景区恢复开
放、疫情防控和安全工作等进行调研检查。
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有效推进，受疫情影
响临时关闭的古文化街已于 3 月 25 日恢复开
放。 杨兵经体温检测、出示“健康码”和扫码登
记后进入古文化街。 调研中，杨兵沿街边走边
看，先后走访了部分商户，对店内限定人数和
清洁消毒等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仔细
询问商家经营情况，并购买了部分商品，祝商
家生意兴隆。
杨兵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抓紧
抓实抓细景区安全管理各项重点工作，严格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 完善景区疫情防控应急方案，切
实保障好游客、工作人员、商户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确保景区安全有序开放、游客安全有序游
览。要严把入口关，严格实行体温检测、
“
健康码”
绿码通行和扫码登记，严控入街人数，加大巡查
力度，加强现场疏导，劝导游客戴好口罩、保持安
全距离，坚决杜绝出现人员聚集、扎堆现象，严防
交叉传染。 要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创新经营管
理模式，持续提升景区经营业态、文化内涵和服
务品质，努力使景区充分发挥综合效益，增强旅
游产业经济带动力。
区领导李晶参加。

本报讯 （记者 武华莎
魏巍）日前，南开区委书记
杨兵，区委副书记、区长孙
剑楠分别深入全区部分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实地检
查观察点运行情况和医疗
保障、 后勤服务等工作，看
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向他
们的辛勤付出表示由衷感
谢和崇高敬意。
在集中隔 离 医 学 观 察
点，杨兵走进部分房间实地
检查规范达标建设情况，详
细了解入境隔离人员数量、
身心健康状况、日常生活保
障以及消防设施、 电力设
施、 医疗卫生安全等情况，
并与在观察点值守的医护
人员、公安民警、安保人员
交谈，询问大家工作和生活
情况，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
自我防护，保证自身安全。
杨兵强调，当前境外疫
情呈加速蔓延态势，防范境
外输入形势严峻、 任务艰
巨。 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按照“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防控要求，严格落实
入境人员隔离措施，全力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
会大局稳定。 要全面落实
“一隔离点一专班”制度，调
配各方资源， 建立工作台
账，解决各类问题，全力做
好入境人员服务保障各项
工作。 要高度重视安全工
作， 加强动态巡查巡检，紧
盯防疫安全、 建筑安全、消
防安全、 设施设备安全、食
品安全等具体工作，增强安
全应急处置能力，切实把各
项保障工作落实到位。 要严
格工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做
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
日常清洁、 消杀等工作，全
力确保工作人员和被隔离人员的安全。 要坚持
友谊友好友善、严格严肃严谨，严格隔离人员
管理， 密切关注好大家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做
好心理疏导和安抚，以周到细致温馨的服务赢
得理解和支持。 要全力为一线工作人员做好服
务保障，统筹安排好值班轮换，合理调配各类
防护物资，切实保证好大家身心健康，圆满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孙剑楠现场察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人
员配备、分流通道设置、生活设施、物资配备、
消毒杀菌等情况， 详细询问防疫消杀程序、医
护人员的防护隔离措施等，并与值守工作人员
亲切交谈，询问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孙剑楠强调， 当前境外疫情加速蔓延，防
范境外输入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要切实认识
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 紧迫性，以
高度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做好各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管理与服务工作，按照“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防控要求，严格落实入境人员隔离
措施，遵照工作要求，科学有效地进行防疫和
管控，强化生活保障，以真情实意为入住人员
提供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 要进一步强化点位
安全管理，严格工作规范和操作流程，全力做
好入境人员服务保障各项工作，切实在工作中
展现南开温度。
区领导李晶、沙红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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