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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春节一样的温暖

今年春节，我们就在天津过了

古文化街旅游区
实施实名预约制 独乐寺庙会

线上直播

公交IC卡充值网点春节调整营业时间

让困难户们
过个快乐年

——海河传媒中心蓟州区驻村
帮扶组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本报讯（记者杜洋洋）为落实市防控指
挥部印发的相关实施方案，天津古文化街
旅游区宣布自2月8日起实施实名预约制
度，此举将实现街区智慧化升级，提升预约
旅游便捷度。

新的实名预约制度为游客提供了线
上、线下两种实名预约方式。游客可在美团
App搜索“天津古文化街旅游区”，点击预
约链接进行实名预约；也可以到现场扫码进
行实名预约。无论是哪种预约方式，在预约
成功后游客在游玩时只需出示预约二维码
并进行体温检测后即可快速入园。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古文化街的主
干道将挂上一排排火红的灯笼，并在这些灯
笼上写下新春祝福语，营造出热热闹闹的节
日氛围。古文化街旅游区还将在春节期间
开展“2021牛年盛势”新春系列活动，让游
客感受到纯正的“津味新年”。

本报讯（记者 杜洋洋）昨天是小年，记
者从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受疫情的
影响，今年第十六届独乐寺庙会创新了举办
形式，通过网络平台直播，以“仪式主持＋导
游主持”，让群众在家就能观民俗表演，享迎
新送福盛会。

据介绍，此次庙会的主题是“尽展蓟州民
俗风采，共享迎新祝福盛会”。此次线上庙会
不仅有北少林武术、太极表演，观众还在直播
过程中参与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书法家现
场书写的福字和春联。

■本报记者陈忠权

2021年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往年这
个时候，住在蓟州区州河湾镇北园28号楼
的张俊峰会提前买好车票，准备乘坐火车
返回老家过春节，但今年他和老伴儿积极
响应政府号召，主动留下来在蓟州区过春
节，为疫情防控做贡献。
张俊峰说，他是内蒙古通辽市人，现

在蓟州区生活，老家还有不少亲人，大家
都渴望春节期间在老家团聚。但面对今

年疫情防控形势，蓟州区当地政府部门工作
人员告诉我们不扎堆，不聚集，少流动，减少
疫情传播风险，并真诚希望我们留下来过
年，我们感到很有道理，就决定不回老家过
年了。

蓟州区州河湾镇副镇长王立栋告诉
记者，提倡春节假期非必要不流动，有利
于减少疫情传播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为让外地人员安心留
在蓟州区州河湾镇过春节，他们按照市、
区要求部署，积极开展入户调查了解，摸

清外地人员留津底数，全力做好相关宣传
工作。与此同时，按照要求，对主动留津
不回老家过春节的外地民众，从生活等多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切实解决他们
存在的生活难题，让他们欢欢喜喜留在天
津过大年。

张俊峰说，这几天，镇里工作人员来到
家里嘘寒问暖，了解生活情况，特别关心，
我们心里感到非常温暖。我已经跟老家亲
人打电话详细说明情况了，并告诉他们，今
年春节大家可以通过手机视频拜年，照样
会很快乐。蓟州区当地环境很优美，邻居
们特友爱，我们已经购置了充足的年货，相
信留在天津蓟州区过年一定会有不一样的
幸福和快乐。

■本报记者陈忠权

“一诺，一鸣，今天叔叔们又给你们带
来了过年礼物，看看喜不喜欢？”2月2日上
午，海河传媒中心天津日报蓟州区驻村帮
扶组来到礼明庄镇康毛庄村刘艳娟家进行
春节慰问，帮扶组的工作人员从车里拿出
一袋红彤彤的东西，笑着递给刘艳娟的儿
子和女儿。
“妈妈快来看，叔叔们给咱家送来了对

联、吊钱儿，还有‘福’字，太棒了！”姐弟俩
捧着红对联高兴地跳了起来。
“感谢驻村帮扶组，帮了我家大忙，前

几天你们给我家送来了过年所需的米面粮
油，还给孩子们送来了新书包，姐弟俩特开
心，真不知道怎么感谢！”刘艳娟眼里闪着
泪花说道。

今年42岁的刘艳娟是个单身母亲，独
自一人养育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负
担非常重。了解这一情况后，驻村帮扶组
重点帮扶，联合当地政府部门给她申请到
了低保，并帮助她解决生活难题，帮她重燃
生活希望。

前不久，海河传媒中心驻蓟州区6个帮
扶组，携手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红艳基
金”和天津长庚耳鼻喉医院爱心企业单位，
分别对所帮扶的12个困难村的287户五保
户、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进行了走访慰
问，送去了近10万元慰问品。春节临近，帮
扶组再次走进困难户家中进行新一轮慰
问，把党的关怀送到每一个困难户家中。

离开礼明庄镇康毛庄村，记者又跟随
海河传媒中心今晚报蓟州区驻村帮扶组，
来到杨津庄镇大保安镇村，走访看望孤儿
朱富杰。

灿烂的阳光照进翻建的三间新房里，
映红了朱富杰的笑脸。帮扶组的工作人员
把春联、福字等递给了朱富杰，祝他过一个
快乐的春节，并勉励朱富杰专心学习，争取
考上一个好大学。

朱富杰激动地说：“我虽是孤儿，但有
了驻村帮扶组的关爱，一点儿也不感到孤
单。原来住的是破房子，在驻村帮扶组和
区镇村领导关怀帮助下，去年推倒破房建
起了新房。我要好好学习，早日成才。”

蓟州区相关部门介绍，几年来，海河传
媒中心驻蓟州区下仓、杨津庄、礼明庄、白
涧、邦均5镇6个帮扶组，全面开展驻村帮
扶工作，在扶贫、就医、助学、产业帮扶等多
方面均取得明显成效，帮助一大批困难户
走上小康路，过上了幸福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公交
集团融通公司获悉，春节期间，天津公交
IC卡充值网点营业时间将有所调整，广大
乘客购卡、充值需注意相关变化。
河北区辰纬路客服中心、河西区体院

北客服中心营业时间为：2月11日8：00到
14：00；2月12日到14日全天停业放假；2
月15日恢复正常营业。
中心公园充值点（和平区）、45路澄江

路充值点（南开区）、天津站充值点（河东

区）、836路万新村北充值点（河东区）、西站
充值点（红桥区）、800路本溪路充值点（红桥
区）6个网点营业时间为：2月11日8：00到
12：00；2月12日到14日全天停业放假；2月
15日恢复正常营业。除以上网点，其他28
个营业网点营业时间调整为：2月11日8：00
到12：00；2月12日到17日全天停业放假；2
月18日恢复正常营业。

此外，为满足市民充值需要，天津公交在
全市20个充值网点布放自助充值设备，为市

民提供7：00至21：00自助充值服务，乘客可
办理公交CPU卡客票充值和城市卡充值业
务，目前自助充值支付渠道为支付宝扫码，后
期将逐步增加其他充值渠道。

20个自助充值点分别为632路九连山、
710路海光寺、20路浯水道、8路奥体中心、
30路泗阳道、滨河富民路、855白庙、快1丽
苑、4路乐园、857路张贵庄、咸阳路、47路咸
阳北路、西青开发区、800路本溪路、富力津
门湖、802泰莱道、太阳城公交站、柴楼新庄
园公交站、体院北客服中心、903路华苑充值
点。市民节日期间有充值需求可拨打电话
022-26350239咨询。

昨天，东丽区志愿者来到德锦里社区与留津过年的在津务工人员一起包饺子、叙乡情，共同过小年。 本报记者刘玉祥通讯员翟鑫彬摄

左图 经历两个月的闭园冬季设施设备
检修保养后，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日前恢复开
放，航母、潜艇、驱逐舰等同时开舱纳客。

本报记者王涛摄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每天8：00—18：0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1年2月4日，我市推进环境保护突出
问题整改落实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2507件。其
中：滨海新区2203件、和平区369件、河东区752件、河西区
706件、南开区832件、河北区582件、红桥区314件、东丽区
631件、西青区765件、津南区822件、北辰区898件、武清区
754件、宝坻区827件、宁河区568件、静海区815件、蓟州区
617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5件、市城市管理委6
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
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
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
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天津国企助湖北经济重振

渤海证券引16亿元金融活水入鄂
本报讯（记者岳付玉）近日，天津地方国有法人券商渤海

证券以直接融资方式，为湖北省两家企业注入近16亿元金融
活水，以天津国企担当搭省市连心桥，助力湖北省经济重振和
高质量发展。

渤海证券作为主承销商，为湖北十堰聚鑫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发行首期10亿元债券，票面利率
4.95%，创同等信用评级债券利率水平新低，资金将用于十堰
市现代生态农业产业建设项目，助力乡村振兴。作为承销商，
成功发行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 5.95 亿元，利率
5.18%，助力企业缓解疫情带来的短期资金压力，增强其服务
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渤海证券第一时间派遣多个投
行项目团队，千里驰援挺进湖北一线，深度摸排融资需求，提供
定制化融资方案，以专业金融服务解企业资金困难，为“双战双
赢”贡献了天津力量。

受出栏数量增加等多种利好因素影响

我市猪肉批发价格稳中有降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春节临近，由于受出栏数量增加等多

种利好因素影响，促使我市猪肉批发价格走势平稳，稳中有降。
市农业农村委发布监测数据显示：上周我市生猪出栏价

格为每公斤35.60元，环比下降0.39%；猪肉批发价格为每公
斤47.24元，环比下降2.85%。原因是春节临近，不少养殖户
生猪出栏积极性较高，屠宰企业收猪顺畅，市场供应量增加，
促使价格保持稳中有降。目前我市多个涉农区畜牧部门正在
积极组织养猪户和相关企业加大生猪出栏数量，满足节日市
场需求。与此同时，帮助养猪户和企业做好生猪病害预防，促
使我市生猪生产安全稳定。专业人士分析，春节前猪肉价格
虽还保持在高位，但目前市场供应量比较充足，猪肉价格上涨
空间有限，总体将呈现稳中有降态势。

来海博馆过年
感受海洋魅力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国家海

洋博物馆了解到，在合家团圆的新春佳节
期间，该馆将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系
列春节活动，以独特的迎新春方式，为市民
营造欢乐的节日氛围。

2月12日至2月17日期间，国家海洋
博物馆将推出春节定点答题活动，每天
11:00—13:00 和 13:00—16:00 开设两
场答题活动，题目涉及馆内各展厅，全部
答对者可获得收费展项门票、咖啡、7折优
惠券等奖品。

在时光邮局活动中，海博馆将开启现在
与未来相连接的海陆通道，观众可在海博馆
设计2021专属信件，写下对未来的自己说
的话投入邮筒，并设置在N年后让海博馆将
信件寄回。

2月12日、14日、15日，每日14:30，
海博馆还将推出科普剧《寻找海洋之心》，
让观众一起寻找海洋之心，在海洋文化中
度过新年。

生态城导入北京项目4000余个
注册资金超3500亿元

地铁7号线鼓楼站将实体施工

本报讯（记者宋德松通讯员焦轩）从公安交管部门了解
到，即日起，南开区万德庄南北街的南京路至万德庄大街段实
现双向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提示，该路段路幅较窄，两侧设有
黄色禁停线，车辆不得在此路段长时间或临时停车。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范若洋）日前，由中建基础
牵头中建三局承建的天津地铁7号线鼓楼站成功导行，标志
着鼓楼站即将进入实体施工阶段。鼓楼站位于南门外大街与
南马路交口以南，沿南门外大街南北向布置，与地铁2号线相
会，是重要的换乘车站。

万德庄南北街实现双向通行

本报讯（记者王睿）记者昨日从中新天津生态城获悉，生
态城已累计导入北京项目4000余个，市场主体突破1万家，
注册资金超过3500亿元，形成了智能科技、现代文旅、大健康
三大主导产业。

据介绍，随着一汽丰田智能网联汽车项目落户生态城，未
来将带动形成千亿级规模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同时旅游
产业全面优化升级，成功获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启动建设
生物医药产业园，丹娜、杰科、喜诺等一批领军企业竞相发力，
大健康产业蓬勃发展。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记
者了解到，生态城将深度落实“津城”“滨城”双城发展布局，准
确把握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建设产业项目承接
平台、强化综合配套服务能力、发挥绿色发展示范作用；同时
加快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方向，抓实体经
济、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总部经济“四大经济”，构建产业集
群、企业集聚、要素集中、功能集成的产业生态。

经开区

十大专项行动关爱留津职工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是传统节日

小年，清晨，一辆辆载满坚果礼盒的大卡
车，满载着对留津职工的关爱驶向经开区
各大公寓，为 5.6 万名职工送去节日年
货。记者了解到，为了让留津职工温暖过
年，经开区总工会联合公寓管理中心开展
了“助力疫情防控 共建活力泰达”关爱留
津过年职工十大专项行动。不仅如此，昨
天起，经开区“在泰达过年，商旅礼包大放
送”活动也拉开了帷幕，面向留津过年的
蓝白领公寓职工开展免单极地海洋公园
门票等福利抽奖活动，职工还可凭公寓出

入证在多家商旅场所享受专属折上折等实
实在在的福利。
“春节期间的关爱专项行动包含十大项

22小项的内容，涵盖了送春联福字、送年夜
饺子、送洗衣券、送欢乐——云竞技、送年
货——坚果礼盒等等。”经开区总工会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我们会为职工送去实实在
在的年货和祝福，也会为他们提供精准、贴
心、暖心的服务。目前，已经开展了送春联
福字、送洗衣券、送年货——坚果礼盒、会员
普惠冬季送温暖系列活动。后续，还将相继
开展送欢乐——王者荣耀挑战赛、送电影

票、海洋馆门票、科技馆门票、歌声传祝福线
上K歌赛、送便利——运动背包等活动，丰
富留津过年职工的文化生活，让大家在泰达
安心过年，过快乐年。”

为留津过年职工送去关爱的还有经开区
多家商旅场所。记者了解到，“在泰达过年，
商旅礼包大放送”活动便是由经开区商投办、
党委办、公寓管理中心共同主办，联合所辖区
域主要商旅单位，为留津过年的蓝白领公寓
职工送出的“节日礼包”。

2月4日至2月10日经开区官方微信公
众平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微时讯”将推出
“幸运大转盘”抽奖活动。此外，经开区所辖
十几家主要商旅单位还为“在泰达过年，商旅
礼包大放送”活动准备了针对蓝白领公寓职
工的专属优惠，让更多“泰达新市民”度过一
个喜庆祥和的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