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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雅丽

天清气朗，惠风和畅，清晨的刘台片区已一片阳光。
“早先儿子儿媳过来，车停路口，人不下车，脚不沾地。

问题出在门口垃圾堆，家里没厕所，人们弄个兜，拎个桶，啥
都往那儿倒。”这天是2月4日，小年，片区内的河东区上杭
路街道芳水河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暖意融融，笑声朗朗，
居民裴和平正与大伙儿拉家常，“前几天一家子再过来，嚯，
一人一双小白鞋，在这儿逛上了。”

垃圾堆早已“让位”健身广场。站在地处河东区与东丽区
交界的刘台入口，朝里望，倍儿豁亮，青砖地、白浆墙，健身器
材排排站，一株株绿植伸展向阳……

刘台的变化是全市“飞地”治理的一个缩影。“飞地”，市
域内行政区划与管辖权不统一地带，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痼

疾顽症。由于职责交叉等原因，“飞地”属地往往与服务管
理对象脱节，环境差，隐患多，年头长，治理时常面临“一山
放过一山拦”境况。没有“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魄力和担当，
拿不下这“难中之难”“坚中之坚”。

管理脱节的，必须归位。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下定决心让“飞地”彻底落地，深入调研后开出属地化管
理“方子”：行政区划所在区担起本地区治理、服务、管理担
子，应管尽管。历史遗留问题，原区原单位解决。

将军奋勇，三军用命。2020年4月，“飞地”基层社会治
理属地化战役打响。“责任田”里挑担子，市委、市政府负首责、
总责，区委、区政府负主体责任。全市上下齐耕种，各方力量
同冲锋。不到一年，全市“飞地”“交作业”，全部完成压实属地
责任、排除安全隐患、兜底民生保障要求。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新的一年，这座

城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为人民创造更
加幸福美好生活的脚步愈加坚定。

写好“联”字文 谱好“统”字曲
67岁的裴和平40多年前嫁到刘台，“我爸看见这地儿

了，婚事他做的主，他觉着没事，那意思总归会好的。结婚那
天我妈过来看，见这地儿特别脏，回家哭了一宿。”

党群服务中心里，听裴和平唠过去，65岁的老邻居刘惠
英搭言，“当时出门恨不得把脚扛着，可脚能扛着吗？”

环境差，管也管不好，邻里纠纷多，小偷小摸也不少，“门
口放个垃圾桶都丢。”违建越来越多，你伸块板，我搭个棚，挤
得路上过三轮车都费劲。即便人行，都得低头探路走“之”
字。芳水河畔社区“当家人”李迎回忆第一次入片区摸排，“进
去了差点出不来。像迷宫，路七弯八拐。” （下转第3版）

■ 本报记者 李国惠

这个春节，你有没有被一条条拜年短视频感动？在抖音、
快手、百度、微博、微信视频号以及津抖云等平台，超过1.1万
条“津门新春大拜年”短视频刷爆了全网，陪在天津过年的人
度过一个温暖幸福的“津味儿”春节。
这就是由市委宣传部、天津海河传媒中心主办，津云新媒

体组织开展的“津门新春大拜年”活动。截至2月17日，各平
台征集的短视频总播放量超过3.3亿次，累计获赞超过200
万，网友评论超过10万条。
在抖音、微博等平台，话题多次冲到“热播榜”或“热搜

榜”。活动中，有的网友用家乡方言给大家拜年；有的网友晒
出了家里的年夜饭；有的网友记录了津城浓浓的年味儿……
他们中，有模范代表，有名家大师，还有白衣天使、公安干警、
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云祝福”“云年货”“云聚餐”“云游戏”
“云逛街”等花样迭出的“云过年”招法，让春节既欢乐祥和，又
温暖向上。云相聚、心团圆，坚守互助、安全过年等，也都成为
网友讨论中的高频词。
在各大平台，受浓足年味儿的感染，很多网友都热烈跟

评。有网友说：“今年天津网上的年味儿太足了！隔着屏幕都
能感受到天津人的热情！”还有网友说：“虽然不能回家过年，
但在津城感受到家的温暖，短暂的分离是为将来长久的相聚，
谢谢你们！”
除了在网络上，从户外大屏到电影银幕，从公交地铁到广播

电视，人们都能感受到了来自云端的祝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传奇中国节·春节》节目中，在海外华文媒
体的平台上，“津门新春大拜年”活动让浓足的天津年味儿传递
到海外，让海外游子也能感受到来自祖国和家乡的温暖。

本报讯（记者 陈璠）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能耗双控
任务艰巨。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市发展改革委向各区政
府、市有关部门和重点用能单位等印发通知，对全年节能重点
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2021年我市能源消
费总量将控制在8300万吨标准煤以内，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
耗同比下降3.7%左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能耗双控工作部署，市发展改革委会

同各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大力推进能耗双控相关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2月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通报了各地区
2019年度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责任评价考核情况，
我市连续四年被评定为超额完成等级，获得通报表扬。
根据今年节能工作安排，我市将分解能耗双控目标，实行

用能预算管理，强化节能执法监察；全面推行区域能评，严格执
行项目能评；实施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锅炉节能改
造、节能信息化建设等重点工程，推进园区综合能效提升、落后
机电设备淘汰等重点任务，推广高效电机、绿色照明等节能产
品；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开展园区、大型公建、公共机构能
源费用托管试点，探索开展用能权交易；推进节能信用体系建
设，对重点用能单位和节能服务机构开展节能信用评价；持续
开展节能宣传周活动、“天津市节能云课堂”线上培训等。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落实节能主体责任，党政一把手对节

能工作负总责，对完成能耗双控目标任务不讲条件、不搞变
通、不打折扣。要将能耗双控要求部署贯穿于本地区、本行
业、本企业的“十四五”规划、重大政策、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
中，严控高耗能产业规模和项目数量，有效保障重大项目和民
生合理用能需求。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就地过年，年味儿不减。在刚刚
过去的春节假期，我市商贸流通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
下，推出各类促销优惠和庆祝活动带动节日市场销售。据市
商务局监测，我市百货、购物中心、超市等200家重点企业春
节假期共实现销售15.9亿元，比去年春节增长64%，比2019
年增长16%。

生活必需品供应足
节日期间，我市14家农产品批发市场、103家超市和316

家标准化菜市场连市经营，备货率较去年提高35%以上。对
红旗、金钟等4大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监测显示，春节期间蔬
菜、水果交易量达1.7万吨，较去年春节增长2%，相当于2019
年的95%。
此外，103家连锁超市春节假期共计实现销售3.4亿元，

比去年增长4.2%，较2019年增长3.6%。为确保群众的年夜
饭、包裹能够及时送达，几大电商平台也做好人力保障，其中
商超类年货包裹量同比增长50%。

商场综合体人气旺
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假期客流增长明显，重点监测的23

家百货商场春节期间实现销售3.4亿元，同比增长1.7倍，比
2019年春节期间提高41%。27家购物中心实现销售额4.74
亿元，同比增长1.8倍，较2019年增长16%。4家奥特莱斯销
售额总计1.33亿元，同比增长1.6倍，较2019年增长13%。

（下转第3版）

精气神，就是战斗力、
竞争力、爆发力。
今天是牛年春节后的

上班第一天，不负春光，正
当其时。牛是勤劳、奉献、奋进、力量的象征，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就要有一股“不用扬
鞭自奋蹄”的精气神，做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
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锐意进取、坚毅
前行，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发展，凭的就是一股子气。这股气是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朝气，是“敢教荒
原成沃野”的拼劲韧劲，这意味着我们在任
何时候都要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有一种不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更为复杂，我们
既面临外部竞争压力，也面临自身转型考
验。上游竞争、竞争上游，既要秉承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坚韧，也须增强锐意进取的智
慧，打通前行阻点、突破任务难点、培育创
新亮点，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向上向前的
蓬勃朝气。

鼓足那么一股精气神，必须激发敢为人
先的创造性思维。发展是革故鼎新的事业，
精髓在于不断地探索创新。可以说，谁能打

开新思路、下好“先手棋”,谁就牵住了推动发展的“牛鼻
子”。无论是用好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还是壮大新兴产业“底盘”，加速传统产业转型，抑或是
健全链条，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哪一
项不需要在狭路相逢勇者胜中闯出来，哪一桩不需要破旧
立新的决心、攻城拔寨的勇气？对一个个现实问题的破解，
践行着发展理念之新、发展方式之变，也印证着创新创造的
强大力量。始终用创新的思路和方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以新应新、突破瓶颈、激活全盘，发展势能必将持续积聚、
锐不可当。
鼓足那么一股精气神，还要有一抓到底的韧劲。一切发展

和成绩都是长期拼搏和积累的结果，需要久久为功的坚毅。从
“坚持制造业立市”，到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
策源地，再到打造“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把一个个明晰的
发展目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抓落实是关键所在。像
牛一样耕耘、像牛一样奋发，拼劲头、比意志，用实而又实的作风
让举措落地生根，必将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境界。

不
用
扬
鞭
自
奋
蹄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 白瀛）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于18日起在央视综合频道播
出。节目涵盖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新发展理念、中国梦等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季节目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遵循，突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所引用古
代典籍和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和文化价值，以创新手法展
现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风范和为
民情怀。

12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胜寸心者胜苍穹”
“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官避事平生耻”“愿得此身长报国”“一言
为重百金轻”“自强不息日日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百花齐放
春满园”“不畏浮云遮望眼”“敢教日月换新天”“直挂云帆济沧
海”为题，聚焦初心、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信、创新、绿色、共
享、自信、奋斗、梦想等话题。
据介绍，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片、经典释义、思想解读、

互动访谈、经典诵读五个环节，构建起古今相通、情景交融、深入
浅出的思想启迪和真挚情感传递的平台，由七位主讲人和五位
释义人，讲解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的出处背景、历史故事和现
实意义。

■ 本报记者 王音

正月初六，六方兴旺、六六大顺。很多商铺选择在这一天
开市纳客，图个好彩头。
“过年好啊！祝您开年大吉，生意兴旺、广结财源！”
“谢谢牛书记，给您拜年啦！祝咱牛坨子村牛年‘牛气冲

天’，日子越过越红火！”
昨天一早，西青区精武镇牛坨子村的武牛菜市场热闹起

来，大部分都已开门营业，处处喜气洋洋。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会主任牛福强带着村“两委”班子成员前来给商户拜年，同
时开展日常巡查工作。
“别小看这菜市场，可是咱村的‘聚宝盆’。不仅租金收入

可观，还盘活了周边商业。现在有了超市、服装城、游艺城、小
吃街，成了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周边村的人也过来休闲娱乐。”
牛福强感慨地说。

时间倒退三年半，这里还是底商闲置、无人问津。彼时，
牛坨子村是镇里的困难村之一。2018年，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牛福强担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经营过10多年超市
生意的牛书记，抓住了附近一家大型菜市场搬迁的机会，主动
提出将菜市场搬到牛坨子村，借机盘活商业楼。
“最难的是动员商户搬迁，那时我们天天去老市场转悠。

挨家挨户做工作，盯准几个大户，请人家过来看，给咱装修出
主意。 （下转第3版）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大年初六上午，在位于宁河区的天津市优质农产品开发
示范中心（天津市原种场）三楼育种实验室，小站稻育种专家
于福安正在“考种”，桌子上摆满了一束束金黄色的小站稻穗，
都用红牌标记着，谷粒颗颗饱满，令人格外欣喜。

只见他先用一把尺子测量每一棵稻秆高度，做记录；然后
又细数每穗的穗粒数；最后把每个稻穗全部脱粒，放在电子天
平上，看着上面的数字，于福安笑着说道：“千粒重达到了30.8
克，这个材料很棒！”

于福安一边忙着，一边进行科普，“考种”是新品种选育的
重要一环，主要测量水稻株高、穗长、千粒重、糙米率、垩白米
率等，以确定这个育种材料是否具有稻秆粗壮、穗数多，穗大
粒多，粒重等主要特性，这几项指标合格才能入选高产优质小
站稻的育种材料。

原种场工作人员介绍，7天春节假期，于福安几乎每天都来

到场里加班育种，午饭时间也是下楼简单吃一点，然后接着回到
实验室工作。春节假期，本来是大家尽情享受阖家欢乐的幸福
时光，而于福安却为了小站稻振兴加快选育优种，主动放弃春节
休息，大家都特别敬佩他。
1991年天津曾暴发稻飞虱，几十万亩水稻减产、绝收，巨

大损失让从事育种的于福安下定决心，一定要从源头做起，
选育抗性强、优质、高产兼顾的新品种。在以后的几十年
里，于福安全身心投入到育种当中，先后选育出了30多个
优质小站稻品种，其中包括“津原89”“津原U99”等一大批
小站稻优种。 （下转第3版）

■ 本报记者 王睿

昨天是大年初六，也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津石化
烯烃部聚丙烯车间技术员丁强一早就到岗了，换好工作服、劳
保鞋，直奔2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现场……
“2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是天津市石化产业重点项目，现

在距离装置投产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投产后将满足炼油升
级改造项目增产的丙烯产品深加工需求。我们车间负责项目
的工艺流程、设备管理等生产准备工作，早部署、早谋划，牛年
开个好头！”丁强坦言，他们从2020年初就开始跟进这个项
目，眼下正是关键时刻，绝不能掉链子。

丁强是内蒙古人，在聚丙烯车间工作快9年了，今年为了
完成新装置开工任务、响应就地过年号召，他和工友约定，把
整个春节假期都留给项目，“头几天主要对操作人员进行
DCS控制系统操控步骤的讲解，为装置开车打基础；这两天
加强巡检，为单机试运作准备。”

“各岗就位，马上引入循环水！”随着一声指令的下达，丁
强和操作人员开始装置引循环水前的流程梳理，在对所有静
设备、动设备、机组循环水进出管线的法兰，以及管廊尽头盲
法兰状态确认后，对管线主体进行冲洗。整个过程忙碌而有
序，争分夺秒早开工、早投产的主旋律在现场弥漫开来。
“这次循环水引入后，将为20万吨/年聚丙烯装置的水

泵、机组单机试运创造条件，给装置开车投产争取时间。”聚丙
烯车间副主任王琳琳说，他们计划节后一上班就请厂家人员
到场，对具备条件的设备进行单机试运……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天津石化将加快落实天津市

政府与中国石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全速推
进石化产业重点项目，履行央企责任，深化新能源、新技术等
领域务实合作，建设“世界一流环渤海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
打造“中国石化高端新材料技术研发基地”，以更优质的洁净
能源、强劲的产业效能、丰硕的创新成果，助力天津先进制造
业发展。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播

为了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我市实施“飞地”基层社会治理属地化工作综述

早部署早谋划 牛年开好头

“让小站稻亩产量再增50公斤”

云端送温暖 共度幸福年

“津门新春大拜年”刷爆全网

我市确定今年节能目标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3.7%

“牛书记”的牛年心愿

春节假期消费市场红火

重点企业揽金近16亿元
春节假期，中建安装留津工作人员奋战在我市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会展中心（天津）。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津门凭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