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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加大国内精准招商力度 去年前11个月共引进项目2910个

预计去年实际利用内资超29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孟兴）记者昨日从市合作

交流办获悉，去年前11个月，我市共引进国
内招商引资项目2910个，到位资金2598.43
亿元。预计2020年全年实际利用内资将达
到2900余亿元，同比增长1.5%。
去年以来，我市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

和改进招商引资工作的若干措施》，市合作
交流办牵头成立了我市新动能引育国内招
商工作组，将新动能重点产业和指标纳入
考核项目，考核体系进一步优化。同时，借

助北京招商服务中心，整合市级部门资源，
推动开展网格化招商，与各省市驻京28家
商会组织建立了联系，组织服务市级部门
和各区在京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招商推介活

动。去年前11个月，全市共引入京企投资
1058.54亿元，占全市国内招商引资比例达
到40.74%。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市合作交流

办分别在去年4月8日和第四届世界智能大
会在津召开之际，组织全市性“云签约”活动，
共签约项目 264 个，签约金额 1538.15 亿
元。此外，开展“外埠行”招商活动72次，走
访企业130家，对接项目149个，意向投资额
123.5亿元。组织开展“请进来”招商，累计达
到50次，对接项目49个，意向投资额42.8亿
元。依托大型展会开展招商推介达27次，参
会企业580家，对接项目79个，意向投资额
32.6亿元。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为切实加强我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市场监管，维护人
民生命健康和社会稳定，天津市市场监管委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公布第137批典型
案例。
河东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天津市海王星

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一百二十五店进行
检查。经查，该公司销售的折叠式KN95防护
口罩不符合标准要求，涉案口罩1200只。当
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河东区市场监管局已
对天津市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一
百二十五店作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18970
元的行政处罚。
西青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天津市西青区

久刀副食店进行检查。经查，该店经营的哈
尔滨风味红肠已超过保质期，涉案红肠 2
袋。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项之规定。
西青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天津市西青区久刀副
食店作出没收过期食品和罚款2000元的行
政处罚。

市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各类违法行为

公布第137批典型案例

我市出台工作“清单”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聚焦破“五唯”扭转不科学教育评价导向

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
■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

■制定大中小学生德育评价指导方案

■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

■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办法，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本报讯（记者张雯婧）近日，我市制定出
台《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工作安排清单、正面清单和负面清
单》。全市教育系统、各有关单位将开展专项
清理整治，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确保各项
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旨在完善立德树
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
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
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

据了解，我市制定出台的正面清单围绕
五大改革主体，细化提出了84项具体改革举
措：一是改革党委政府履职评价。建立健全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深入教育一线调研、为师
生上思政课、联系学校和年终述职必述教育

工作等制度；修订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履行
教育职责清单，完善对区人民政府履行教育
职责综合督导评价指标体系，营造良好的教
育生态。二是改革不同学段学校评价。修订
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标准；完善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制度，探索实行义务教育学校增值评
价；制定普通高中办学质量评价标准；开展职
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制定市属高
校绩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等文件。三是改革
教师评价。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
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优奖励首要要求；
建立中小学教师教学述评制度；完善“双师
型”评价标准；明确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考核要
求；建立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精简人才“帽
子”等。四是改革学生评价。制定大中小学
生德育评价指导方案；改进中考体育测试办

法，推动高校在招生测试中增设体育项目；启
动艺术教育评价进中考试点工作；出台各学
段劳动教育课程指南；完善学业考评制度；改
进中考、高考命题等。五是改革用人评价。
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按照岗
位需求合理制定招考条件，完善收入分配激
励机制，切实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
导向。

负面清单聚焦破“五唯”，细化提出了51
条清理整治措施：主要包括将“不得下达升学
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
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作为督政工作的
重点；将“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
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纳入对学校规范办学
评估指标；构建大中小幼一体化思政工作体
系，制定评价学术水平的实施意见，克服重智
育轻德育、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培
育一批国家级和市级教学成果奖、教学名师、
教学团队，修订科研项目验收管理办法等文
件，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创新德智体美劳过
程性评价办法，健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改变用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做法；建立以品
德、能力、工作业绩为导向，以人岗相适、才尽
其用为目标的评价体系，改变文凭学历至上
等不合理用人观。

日前，我市河东区津民沐
阳日间照料服务中心成立并投
入使用。该中心坐落在中山门
津民医院内，是依托民营医院，
由社会力量兴办的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中心突出医养结合、
慢病管理特点，坚持“医”“养”
“防”相结合的服务模式，通过
链接智慧医养平台资源，辐射
中山门街道15个社区，形成集
医养结合、智慧养老、心理抚慰
等于一体的“一站多点”立体式
服务网络。

本报记者吴迪
通讯员彭娜摄

“智慧医养”
幸福老年人

本报讯（记者 韩雯）“目前，天津的毒情
形势持续向好，通过专业化打击、系统化防
控、常态化监管，实现了‘零制毒’、吸毒人员
肇事肇祸‘零发生’，吸毒人员引发其他刑事
案件、治安案件逐年下降……”日前，我市禁
毒部门向群众汇报禁毒工作开展情况。

据介绍，我市坚持以“禁毒严打”为抓
手，堵源截流立体化防控能力明显上升。强
化部门协同、全警参战，以铁心硬手、重拳出
击、高压推进，持续深化“禁毒两打两控”“净
边”“飓风”“集群打零”系列缉毒打击行动；
健全完善海陆空邮立体化毒品防控体系，全
力围剿堵截毒品和制毒物品贩运渠道，社
会面毒品违法犯罪得到有效控制，现有吸
毒人员数下降26%；出台《天津市毒品违法

犯罪举报奖励办法》，畅通举报渠道，鼓励
人民群众参与禁毒斗争，有效挤压毒品“生
存空间”。
坚持构建吸毒人员立体化查控机制，全

环节服务管理吸毒人员能力明显上升。全
面推广“头发验毒”技术，持续开展社会面
吸毒人员排查见面专项行动，强化戒毒出
所人员“闭环式”管理，切实把吸毒人员各
项服务管理措施落实到每一个网格、每一
名吸毒人员，实现吸毒人员服务管理规范
化、精细化。建立病残吸毒人员收戒收治
专区，做到应收尽收，最大限度消除社会面
涉毒风险隐患；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戒毒
康复模式，落实心理咨询、就业培训、社会
保障等帮扶措施，强力推进吸毒人员“平安

关爱”专项行动，帮助吸毒人员戒断毒瘾、
回归社会。

坚持以“科技强警”为支撑，智慧禁毒能
力明显上升。大力开展城市生活污水中毒品
及其代谢物检测工作，2019年9月至今，市
禁毒办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全市30个生活污
水处理厂、39种毒品目标分析物进行检测分
析，通过测算毒品消费总量，科学监测全市毒
品滥用情况，全面评估毒情形势变化，为禁毒
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持续深入
推进“净边”“飓风”系列专项行动，大力推进
禁毒工作改革创新，深化毒品问题综合治理，
全力打造毒品治理的天津模式，不断推进我
市禁毒人民战争取得新成效。

我市通过专业化打击、系统化防控、常态化监管推进禁毒工作

实现吸毒人员肇事肇祸“零发生”

■本报记者苏晓梅

“现在进行二号主变第五次合闸。”
“收到，合闸成功！”
1月12日19时40分，随着国网天津城南公司运行人员

一声令下，位于津南区辛庄镇辛柴路与海沽路交口的国家会
展中心110千伏变电站送电成功，并为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送出源源不断的电能。

就在送电前，国网天津电力还整合优势资源，为国家会展
中心110千伏变电站开展了专业化验收，以最高标准保证其
“零缺陷”运行。

“国家会展中心将于6月24日进行绿色智能建筑首展，
国家会展中心110千伏变电站在春节前提前送电，不仅为会
展中心提供可靠的电能保障，更为内部12个10千伏用户站
调试提供了更多准备时间。”国家会展中心（天津）建设负责人
李洪磊介绍，眼下，国家会展中心一期工程已全部建设完成，
急需对展馆内泵房、空调系统、展览用电系统进行设备调试。

天津国家会展中心110千伏专用变电站工程，是2020年
天津市重点市政工程。

为赶上首展，电力设施建设争分夺秒。
“自工程开工以来，我们主动走访了解工程进度并提供现场用

电服务，详细了解设备安装和试验调试时间节点，派出输电、变电
等专业人员，持续跟进电源线施工验收和主变压器等设备试验旁
站监督等工作。”国网城南公司变电检修技术专责黄朝告诉记者。

重点工程，优先保障。
此前，在2020年12月31日，国网天津电力为国家会展

中心（天津）新建的包括18座环网箱、13公里电缆在内的相
关配套用电设施就准时送电。

从一片空地到双电源、双环网，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个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标志性工
程就得到可靠的电能保障。
“服务会展中心项目中，电力公司优先为项目接入电源，

建设内部配电网。还要在周边建设23座环网箱、敷设20多
公里电缆，持续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提升供电能力。”国网天津
城南公司项目负责人焦秋良介绍。

将周边电源引入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路径多、涉及面
广，需跨越地铁、河道、高速公路等多片区域，建设团队集中对
接12个部门，对25个跨越施工点位形成“边施工、边办件”的
合作推进模式，与会展中心基础设施同步建设，整体工期缩短
了3个月，推进速度较以往提升1倍。

焦秋良告诉记者，为保证区域内可靠供电，国网天津电力还
将架空线路的施工标准全部提升为电缆供电，全面部署配电自动
化系统，形成国内可靠性最高的区域之一。按照国网天津电力优
化营商环境系列举措，这些配套项目均由电力公司投资建设。
“这一举措为会展中心项目节省了5000余万元的成本。”

作为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的投资建设方，天津海河金岸投资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充满喜悦地告诉记者。

争分夺秒备战首展
——记国家会展中心110千伏变电站成功送电

本报讯（记者徐杨）昨日从市血液中心获悉，我市近
日再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国字号荣誉，自2011年以
来已连续第5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奖”。同时，
我市全部16个区也连续第5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城市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施行以来，我市无
偿献血总人数累计超过280万人次，千人口献血率达到
12.7，全市临床用血100%来自于自愿无偿献血，有效保
障了我市采供血安全和临床用血需求。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
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发布《关于表彰2018—2019年度全国
无偿献血表彰奖励获奖者的决定》，我市有1686人荣获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909人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2880
人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另外，还有13人荣获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奖五星级志工，3人荣获无偿献血服务奖四星级
志工，3人荣获二星级志工，14人荣获一星级志工。

自2020年8月起，我市32家医疗机构实现了无偿
献血者用血费用直接减免，即凡是在我市参加无偿献血
的献血者及其配偶、双方父母和子女住院输血后，于出院
结算时可以按照我市的相关规定直接减免相应的用血费
用。无偿献血者用血不用再去采供血机构报销费用，实
现让信息跑路，让群众不跑腿。

据悉，随着春节的临近，受新冠肺炎防控形势和极寒
天气的影响，我市采血量持续下降。目前，我市已启动机
关企事业单位团体无偿献血活动，以保障近期及春节期
间临床医疗用血需求。市血液中心呼吁更多市民积极参
加无偿献血，用热血为生命助力。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奖”颁发

我市第5次荣膺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通讯员孟德贺）天津长芦海晶肥
城公司资产财务部长谢文利7年来累计献血17次，献血总
量达4200毫升，其中全血11次，血小板6次8个治疗量，先
后两次荣获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总会和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颁发的全国无偿献血一星奖和二
星奖。他还于2018年4月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网站完成了器官捐献志愿登记。
1月5日，正在返津休假的谢文利来到停靠在滨海新

区塘沽轻轨站的无偿献血车内，经过车内血站工作人员
检测合格后，他无偿捐献了400毫升血液。据介绍，谢文
利不仅每年坚持捐献两次全血，并根据治疗需要捐献血
小板，同时，只要他周六周日有时间就到塘沽金街献血屋
现场从事志愿服务，用无偿献血、志愿服务的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谢文利7年献血17次
献血总量达4200毫升

中老年时报
读者服务中心揭牌纳客
本报讯秉承着“开门办报，办精品报纸”

的原则，为密切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更
好地服务中老年朋友，1月12日上午，位于
南开区广开四马路136号的“中老年时报读
者服务中心”正式揭牌迎接读者。
《中老年时报》自1992年创刊以来，始终

坚持“以儿女情怀办报”服务读者的办报宗
旨，说老年人的话，为老年人说话。此次创办
读者服务中心，旨在为广大读者和银发人建
起“文化之家”，为编读互动架起连心桥，以及
交流互动的平台。今后，服务中心将陆续推
出文旅交流、爱心公益、惠民团购、健康资讯、
新媒体互动等诸多助老服务项目，欢迎广大
中老年朋友走进这个凝聚欢乐的家，尽情享
受晚年的快乐。
揭牌仪式上，来自天津市老年书画研究

会的书画家们赠送书法作品，庆贺服务中心
成立，多位时报“铁粉”读者赶到现场送上祝
福。70岁的《中老年时报》读者张凤琴说：
“多年来，时报的全体采编人员始终把我们老
年人放在心里。此次中心的成立，又一次见
证了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儿女情怀’，使
我们非常感动，也期待时报未来有更多的惠
老创新之举。”

本报讯（记者何会文通讯员黄磊）因地
铁7号线六里台站主体建设一期施工，自1
月16日起，卫津路（鞍山道至天津大学东门
段）局部路段封闭，途经车辆和行人，可由施
工路段两侧新建导行路，按照交通信号灯指
示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因道路变窄，建
议市民关注道路通行变化情况，提前规划出
行时间和路线。行经施工路段机动车限速
30公里/小时。
据了解，本次主体施工区域位于卫津路

与鞍山西道交口南侧。施工期间，主要占用
卫津路（鞍山道至天津大学东门段）部分机动
车道、人行道、绿化带。由于卫津路是中心城
区主干道路，沿线居民区、商贸和教育等资源
集中，现阶段日常通行流量已接近于饱和状
态。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压力势必进一步增
加，为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道路通行产生的
影响，在前期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公安交管部
门结合区域通行特点，制定了整体的交通组
织方案，即利用现状道路新建导行路，保证施
工路段双向通行。其中，在卫津路（鞍山道至
天津大学东门段）西侧新建一条双向6条机
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导行路，供机动车
双向通行及非机动车由北向南通行，行人可
由导行路西侧人行道通行；在卫津路（鞍山道
至天津广播电台段）东侧新建一条机动车、非
机动车混行车道，供车辆由南向北通行，行人
可由导行路东侧人行道通行。

地铁7号线六里台站一期将施工

卫津路局部通行方式有变
自1月16日起，卫津路（鞍

山道至天津大学东门段）局部路
段封闭，途经车辆和行人，可由
施工路段两侧新建导行路通行。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孔琳）在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为表彰先进、鼓舞
士气、激励斗志，公安部近日发布命令，对全
国公安机关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
各项工作中成绩突出的100个集体、100名
个人进行表彰。我市2个集体和2名个人获
得殊荣。

据介绍，公安部为天津市公安局刑侦总
队一支队等两个集体荣记集体一等功，授予
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政委高军贤、市公
安局蓟州分局交警支队三大队一级警长刘存
江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一支队始终坚持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刑侦“尖刀”队伍，积极回
应人民群众新期待，连续6年保持现行命案
全破，连续3年实现命案“发案不破百、破案
百分百”，绑架案件连续18年保持全破，爆
炸、涉枪伤害案件连续5年无积案。
现任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一支队政委的

高军贤，先后主侦、参与破获公安部督办的
多起涉税重特大案件，重创涉税犯罪团伙和
网络，为国家和企业挽回经济损失数十亿
元。特别是在“猎狐”行动和打击金融经济
犯罪工作中，他勇往直前，带领民警夜以继
日、全力攻坚，有效打击了金融经济犯罪。
与此同时，他总结提炼出10余起各领域经

济犯罪典型案例和多种破案技战法，为提升
天津公安经侦队伍整体实战水平作出了积
极贡献。

27岁时因公致四级伤残的市公安局蓟
州分局交警支队三大队一级警长刘存江，在
突遭变故后，经历了4次大型手术和无数次
艰难的康复训练，仅用1年多时间就主动要
求重返岗位。他克服左腿高位截肢的困难，
坚守交警窗口岗位一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他主动签下《防疫请战书》，承担起被吊
销驾驶证学员培训工作，每日讲课8小时，培
训40余人，他将满腔的热血全部献给了公安
交管事业。

我市公安机关2个集体2名个人获公安部表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