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明确2021年教育改革发展任务书和路线图

今年新增3.2万个义务教育学位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记者昨天从天津
市教育工作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将大力治理
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同时积极推进师德师风
长效机制建设。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重点整治唯利是图、
学科类培训、错误言论、师德失范、虚假广告等
不良行为。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严格治
理的原则，综合运用经济、法治、行政办法，对
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培训内容、教材教案、收
费管理、营销方式、教师资质等全方位提出要
求。强化统筹协调，进一步明确各相关部门的
责任，共同发力，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规范民办学校办学行为，开展公办学校
在编教师到民办中小学任教清理规范工
作。落实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风险防控措施，
设立校外培训机构学费专用账户，严格监督
管控最低存款余额和大额资金异动，强化风

险防控和预警，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常态
化。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机、体质健
康、课外读物和教辅材料管理，促进学生健
康成长。

此外，我市将推行师德承诺书和师德档
案制度，完善师德失范行为监测、通报警示及
责任追究机制。研究制定“红色教育家”培育
工程实施方案，培养造就一批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新时代教育
家。深化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
深化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试点工作，建立
教师退出机制，探索实施严重师德师风问题
教师教育全行业禁入制度。完善中小学、幼
儿园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
师考核。完善中小学教师绩效考核办法，绩
效工资分配向班主任倾斜，向教学一线和教
育教学效果突出的教师倾斜。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记者昨天从天津
市教育工作会上获悉，2021年，我市将积极
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并绘制职业教育专
业建设与产业发展对接图谱。

据了解，今年我市将积极推进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和医科大学、工业大学、中医药大学
国家层面“双一流”建设。推进9所市属本科高
校和2所共建高校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持
续开展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建设。
深入推进“双万计划”，建设一批国家级、市级
一流本科专业和一流课程。强化学术学位研
究生课程建设和学术训练，加强专业学位研究
生导师队伍和基地建设，聘任一批产业教授和
产业（行业）导师，打造一批研究生教育精品示
范课程。加强研究生系统科研训练，以大团
队、大平台、大项目支撑高质量研究生培养，提
升研究生学术能力。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障体系，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跟踪分析和动态
监测机制，做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工作。

同时，我市将加强鲁班工坊内涵建设，发
挥好鲁班工坊全国联盟、鲁班工坊研究与推
广中心作用，完善鲁班工坊建设规范和标准，
推广鲁班工坊建设经验和成果，优化鲁班工
坊全球布局，把这一中外人文交流平台做优
做强。发挥7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示范引
领和产业支撑作用，推进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一流职业院校建设。启动
实施职业院校提质培优项目。深化中职高职
系统（衔接）培养，推进高职本科联合培养改
革。对接“1+3+4”产业体系，实施专业群对
接产业群工程，绘制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产
业发展对接图谱，重点建设智能科技、生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汽
车、石油石化等服务新动能引育专业群。

今年我市教育工作有哪些亮点？对于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教育
部门又有哪些新部署？昨天，我市召开2021年教育工作会，明确今年
我市教育改革发展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关键词 思政教育11
建立面向各区的思政专项考核机制

今年，我市将编写11册覆盖大中小
学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三进”教学指导方案，编写推广“四史故
事”动漫书和幼儿园思政教育读物。推
进“三全育人”向中小学延伸，建立面向
各区的思政专项考核机制，建设一批示
范学校和示范项目，打造区校思政课协
同创新中心。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提升全过程思政育人效果。开展庆祝建
党100周年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征集100
个“美丽天津”思政课特色案例，打造
100堂“百年辉煌”品牌课。

关键词 体育美育22
儿童青少年近视率降低1个百分点

今年，学校体育将聚焦教会、勤练、
常赛，完善“健康知识+基本运动技能+
专项运动技能”的教学模式，大力推进
校园足球普及，带动各类校园体育运动
蓬勃发展。落实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
近视工作方案，确保全市儿童青少年总
体近视率在2020年基础上降低1个百
分点。将艺术类科目纳入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体系。推动高校将公共艺术课
程与艺术实践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实行
学分制管理。

关键词 学前教育33
增加城区公办园减少民办托幼点

巩固学前教育资源建设成果，增加城
区公办园，减少民办托幼点，优化学前教
育资源布局。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分
等级补助政策，扶持规范民办幼儿园发
展。实施保教质量提升项目，发挥示范幼
儿园辐射带动作用，结对帮扶薄弱园、农
村园、民办园，完善集团化办园管理模
式。建设学前教育游戏活动资源库。发
挥市、区、幼儿园三级视频监控系统功能
作用，提升幼儿园安全监管水平。深化学
前教育与小学教育双向衔接，杜绝幼儿园
“小学化”倾向。

关键词 基础教育44
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启动实施义务教育资源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落实扩大中小学教育资源奖补政策，
新增3.2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推进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实现集群优质均衡发展。推
进“品牌高中”建设，促进普通高中多样化
特色发展。完善选课走班教学管理机制，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探索跨学科综合性教
学，开展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验教学。
深化普通高中学科特色课程基地建设，开
发一批精品课程。制定普通高中资源建设
方案，优化学校布局，扩大资源供给。

今年大力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

设立校外培训机构学费专用账户

我市将积极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

优化鲁班工坊全球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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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1月12日18时至1月13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月12日18

时至1月13日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
愈出院144例，病亡3例。

1月12日18时至1月13日18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77例（中国
籍156例、菲律宾籍8例、美国籍3例、乌克兰籍3例、法国籍2
例、委内瑞拉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例、俄罗斯籍1例、哈
萨克斯坦籍1例），治愈出院161例，在院16例（其中轻型6
例、普通型10例）。

1月12日18时至1月13日 18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
感染者，累计120例（境外输入115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
4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99例、转为确诊病例
17例。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168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符合出院
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第114例无症状感染者符合出院标准，于昨日从海河医
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截至1月1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10061人，尚有45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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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2020年12月10
日，全市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动员全市党员干
部“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今晚播出的
《百姓问政》围绕这个主题，结合节目记者在
滨海新区发现的问题展开问政。问政现场，
相关职能部门就暖气不热及大货车占道问
题，表示要立即行动整改，满足百姓期盼。
滨海新区大沽街石油新村有一栋墩子楼，

从1楼到4楼，居民家中暖气都达不到18摄氏
度的标准。测温人员入户测温不光操作不规
范，测出来的温度也不到16摄氏度。供热站
表示，像这种情况，按流程只能减免部分取暖
费。居民找到属地大沽街，街道工作人员回复
说，暖气不热的情况很常见，并没有好的解决
办法。无奈之下，只能拨通供热监督电话，对
方表示，这只是一个服务热线，负责记录，然后
反馈到供热站。滨海新区渤海路长3公里多，
沿线有30多家企业，多是物流运输和工业厂
房。节目记者在早高峰时段发现，大货车全都
占道违停，双向四车道变成了双向两车道，非
常不安全。
针对群众所思所忧所盼，滨海新区相关部

门现场剖析了干部思想认识和服务群众作风
上存在的问题，表示立整立改。对暖气不热的
情况，先采取应急办法，加装暖气片，调节供热
站的水温水压，保证居民家里温度达标。同
时，待取暖季过后，研究方案，争取将其纳入老
旧小区改造范围，并且升级热源、热网等设施，
标本兼治，彻底解决。对于货车占道问题，由
滨海新区停车办牵头，联动经开区建交局、滨
海新区公安交管支队等，通过规划停车场，采
取智慧停车等方式，共同解决。

本报讯（记者万红）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为
持续做好公共交通常态化疫情防控，督促公交车、巡游出租
车、网约车驾驶员佩戴口罩上岗运营，交通运输执法总队与公
安交管部门“联手”运用科技手段进行监管。目前，全市公交
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相关信息已推送到公安交管部门，公
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如被路面电子监控设备摄录
到未佩戴口罩的驾驶车辆信息，将依法被责令整改或处理。
此外，需要提示市民注意的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如未
佩戴口罩，运营车辆也有权拒载。

按照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城
市公共交通管理的规定（试行）》要求，我市公交车、巡游出租
车和网约车驾驶员都必须佩戴口罩上岗参加运营。但在近期
执法检查和市民反映中发现，少数驾驶员麻痹大意，出现运营
时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的情况。

对此，为保障驾驶员自身和乘客生命健康安全，交通运输
执法总队在公安交管部门配合下，加大执法检查范围和力
度。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将依据已推送到的全市公交车、巡游
出租车、网约车相关信息，定期整理反馈路面电子监控设备摄
录到的公交车、巡游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未佩戴口罩驾驶车
辆信息。市交通执法总队将及时根据反馈信息，就驾驶员是
否存在违反“必须佩戴口罩上岗参加运营”的规定作出认定，
对问题集中的企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整改期
限为一周。整改期满后再次违规的驾驶员及其所属企业，将
依法进行处理。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昨天获悉，市安
委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安全生产
排查整治，在对全市所有企事业单位开展“地
毯式”排查整治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危险化学
品、交通运输、仓储物流、涉疫场所等九个方
面，确保我市“两会”和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

按照部署，此次安全生产排查整治以涉
及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为重点，对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和运输等单位进

行全面检查；同时检查消防安全责任制不落
实、人员密集场所，“多合一”、群租房、城中
村、老旧小区、民宿客栈等场所。在交通运输
方面，执法人员重点检查货车超载超限、“黑
客车”和“黑客运企业”、农村车辆违法载人和
严重超员等问题；建筑施工方面检查是否存
在施工企业无相关资质证书或超越资质范围
承揽工程及违法分包、转包工程，挂靠行为，
以及盲目赶工期、抢进度和冬季恶劣天气强
行组织施工等问题。涉及燃气及特种设备领

域，燃气管线（供应站点）安全防范措施、隐患
排查整改不到位，瓶装液化气非法储存、运
输、充装和倒装、使用等行为，以及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安全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配备等
都是检查重点。

此外，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仓储
物流企业也是排查整治的重点，包括库房内储
存物品的分类、分堆、限额存放情况，与风管、
供暖管道、散热器等距离是否满足要求，是否
定期组织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检测、维修等。对
于涉疫场所，检查重点涉及安全生产责任制和
各项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情况，从业人员安全教
育和培训情况；建筑结构、电力设施、消防器材
等是否符合标准要求；日常巡查、应急处置、紧
急疏散是否有序开展或准备充足等，旨在清除
事故隐患，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确保“两会”和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

《百姓问政》聚焦党员干部
“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

立即行动整改
满足百姓期盼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我市凯发电气、赛象
科技、高新兴智联科技等35家企业日前入选工
业和信息化部第二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
单，从而使我市入选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的中小企业增加到了41家。

市工信局近年来高度重视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培育工作，把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作为实
施中小企业专业化提升的重点工程来抓。2020

年，我市专门起草《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工作方案》，全年认定天津市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268家，落实奖励资金1620万元，市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库累计达到484家。
此次上榜的35家企业集中在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医
疗器械等中高端产业，科技含量高、设备工
艺先进、管理体系完善、市场竞争力强，其中

32家企业连续两年的主营业务收入或净利
润平均增长率在10%以上，35家企业总计拥
有有效专利2300余件，其中发明专利超600
件，连续两年研发投入占企业营业收入比重
均在3%以上，其中均在5%以上的有22家。

据介绍，2021年，我市将以专精特新企
业梯次培育为抓手，推动龙头企业与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合作，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效
率，构建大中小企业协调、产能共享、供应链
互通的产业生态；将加强与金融机构的合
作，为各梯度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定制化融资
产品的增值化服务；将及时总结提炼专精特
新企业的经验做法，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
引导更多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涉及公交车、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
■乘客未佩戴口罩运营车辆有权拒载

这些运营车驾驶员
不戴口罩将被摄录

我市药企支援河北临床储备用药
本报讯（记者 孟兴）记者昨天从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获悉，1月10日，红日药业陆续接到河北省多家医院对
新冠肺炎治疗药物——血必净注射液的需求。12日，该公司
紧急调配6万支血必净注射液发往河北省保定、石家庄、邢
台、廊坊等10个城市，并于昨天陆续送达当地各医院用于临
床储备。

工信部公布第二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

35家津企入选“国家队”

连日来，和平区
南京路社区工作人
员面向社区居民开
展新年首次“家访”，
他们听心声、解民
情，与居民共话社区
新发展。

本报记者吴迪
通讯员兰飞摄

听心声
解民情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铁路12306微
信服务平台在其微信官方公众号发布消息表
示，为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措
施，避免重复购票退票给旅客带来不便，自发
售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一）车票起，铁路火车
票预售期将调整为15天。也就是说，1月29
日铁路部门将开始发售2月12日（农历正月初
一）车票。1月14日至1月28日期间只可购买
2月11日（农历除夕）及以前的火车票。免收
退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的开车前15天以
上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以上。

春运火车票预售期调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本报记者张雯婧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晚，记者从市防控指挥部获悉，滨
海新区在对某物流公司堆场进口冷链食品进行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时，发现一进口冷冻带骨牛前四分体外包装样本检测
呈阳性。该批货物未流入市场，已按相关防疫措施进行处
置，相关人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经查，涉疫货物为冷冻带骨牛部背部里脊牛侧（8肋）、
冷冻带骨牛臀部肉、冷冻带骨牛前四分体（5肋），为阿根廷
进口。2021年 1月 10日，自天津港集装箱码头运输至某
物流公司堆场，对集装箱箱体整体消杀和货品核酸检测，
发现1份货品外包装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1月 11日，经
市疾控中心复核结果仍为阳性。滨海新区疾控中心再次
对封存货品、环境进行样本采集，共50份，其中，4份带骨
牛前四分体外包装样本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样本检测结
果为阴性。

截至1月13日21时，该货品一直封存于该物流公司堆场
指定区域，未流入市场，已完成该货物及环境的终末消毒。现
场工作人员均采取了防护措施，为安全起见，我市对存在暴露
风险的1名工作人员实施了集中隔离并进行了核酸检测，同
时，对该堆场其他从业人员4人进行了核酸检测，5人检测结
果均为阴性。

我市一批冷冻阿根廷带骨牛肉
外包装核酸检测出阳性

该批货物未流入市场
相关人员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