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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雯婧

“作业人手够不够？施工进度怎
么样？”“医疗设施设备采购招投标程
序有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注意文
明施工，减少扰民……”料峭春寒挡
不住火热的激情和干劲。牛年开工
第一天，一场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推进
会开到了红桥中医医院改扩建项目
的工地上。

一边是数十名工作人员、数台大
型机械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桩基部分的
施工作业；一边是由红桥区住建、卫
健、规划、环保等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
服务组，详细了解工程推进情况，仔细
询问建设中遇到的问题，送去暖心问

候、细心叮嘱和贴心服务。
昨天上午，红桥区不打年盹儿，组

织召开坚持高质量全面推进2021年工
作任务部署会，对该区实施生态立区、
教育兴区、土地强区发展举措有关工作
方案进行说明，研究部署推进全年重点
工作任务举措，提出具体要求。会后，
区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多个服务组，
赶赴重点项目一线，跑现场、看情况、送
服务，加快推动重点民生项目建设。
在三条石小学建设项目现场，记者

看到教学楼主体已基本竣工，工人正在
进行内部装修。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
面积1.1万余平方米，建有教学楼一栋，
分为地下一层、地上一层、局部五层，设
立24个教学班。为了保障工程进度，

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发展中心城市配套
事务部负责人邢丽新春节期间一直忙
碌在工地上，“我们初三就复工了，现在
主要是一些后期配套的建设。预计今
年7月底能够完成总体施工建设，保证
9月份孩子们可以顺利入学。”

同样紧锣密鼓进行施工建设的还
有红桥区水西园菜市场项目。这所新
建的综合菜市场位于芥园道和闸桥南
路交口，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内
部设立100余个摊位，建成后可满足
周边10余个住宅小区居民的买菜需
求。“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争取
3月底前竣工，早点儿投用，早点儿为
附近居民提供方便！”市场主办方负责
人柏涛说。

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现场送服务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昨天是雨水节气，也是节后上
班第一天，为帮助农户搞好春耕备
耕生产，市农业农村委积极组织农
口系统和涉农区农技人员深入田间
地头，进行科学指导，奋力夺取全年
粮食大丰收。
“去冬今春降水稀少，表土层厚，

所以播种时一定要达到5厘米左右的
深度，这样才能确保麦粒发芽率。”在
位于宁河区的市优质农产品示范田，
一台播种机正在抢播春小麦，农技人
员杨永安一边仔细观察，一边不停地

提醒播种机手要注意播种深度，以防
播在干土层，影响发芽出苗率。

杨永安告诉记者，现在正是顶凌
抢播春小麦的黄金时节，土壤冰层刚
开始融化，土壤墒情恰好适宜春小麦
种发芽。为此，他们从大年三十开始
抢播，截至目前，已经播种了300多
亩，这些春小麦品种都是天津市优质
品种——“津强11号”，产量高、质量
好、抗倒伏。为种好示范田，农技人员
每天都要到播种现场进行指导，从播
种深度、施肥等多方面精心指导。

市农科院作物所春小麦育种专家
冯刚一直在全市多个涉农区春小麦播

种现场一线进行具体指导。他在田间
地头叮嘱农户：春天水分蒸发快，所以
一定要在播种后进行镇压；在没有冬
灌的麦田播种后，一定要选择适宜温
度时及时浇灌，以确保发芽出苗率。
“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我市在种

足种好冬小麦的同时，积极扩种春小
麦，今年全市春小麦播种面积将超过
20万亩。种好春小麦不但可增加夏
粮产量，还可配套搞好麦茬稻生产，增
加小站稻播种面积（旱稻），做到一年
两茬，不但可确保增加粮食产量，还可
增加农户收入，一举两得。”市农业农
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王学忠说。

田间地头指导顶凌抢播春小麦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昨天上午9时，武清区政务服务
大厅迎来了第一位办事人员，窗口工
作人员热情迎接，迅速办理，不到5分
钟就发出了年后第一张证照，天津托
普帕尔电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负责
人顺利拿到了新的营业执照，企业负
责人赞叹道：“真是太棒了，我们的项
目可以立即开工！”

节后上班第一天，武清区政务服

务办全体干部职工不打年盹儿，无论
是前台指引、窗口服务还是帮办代办，
大家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做好服务，一
片忙碌景象。昨天，武清区政务服务
中心共办理事项378件，按时办结率
100%，满意率100%。区政务服务办
负责人表示，2021年将瞄准一流营商
环境目标，全面梳理审批事项，最大限
度压减申请材料、审批环节和办结时
限，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下放镇街
实施，全面开启“一制三化”改革3.0

版，加快推进一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
“全市通办”“跨省通办”及就近办理。

据介绍，武清区今年将在优化审
批、精准服务方面，深入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清单制+告知承诺制”改
革，做细做实多评合一、联合勘验、联
合审图、联合验收等措施，紧盯生物
谷、科技谷、智能科技园等重大项目，
采取“私人定制”“保姆式”服务，吸引
更多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项目落户武
清区。

不到5分钟就发出一张营业执照

■ 本报记者曲晴

“初七、初八、初九这3天可要抢
抓时间！抓紧协调相关部门加快项目
预审，为‘拿地即开工’做好前期准备，
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后上班第一天，东丽区发改委
项目科科长韩炳浩早早来到办公室，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他打开电脑查看项目
监督系统，审查垠坤项目工期进度，发现
距离摘牌公告期结束还有3天，立刻拿
起电话与华明高新区项目负责人就项目
进展情况进行详细沟通。随后，韩炳浩
和他的同事们又立刻投入到东丽区重大

项目点位的巡视中，为2021年项目建设
“开门红”系列活动查看每一个细节。

据介绍，在东丽华明高新区，南京垠
坤集团计划投资4.4亿元打造垠坤·未来
汇产业基地项目，以电子信息智能制造
为核心产业打造电子信息智能制造创新
园，引进电子信息制造产业、智能装备制
造产业、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优质企
业。同时，与清华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合作共建科技研发转化平台，打造“一院
一园一基金”合作模式，积极承接、孵化
清华高端院在工业自动化、机器人、激光
技术等领域的产业化项目。
为切实做好项目服务，东丽区发改

委充分发挥综合协调职能，率先在全市
研发搭建重大项目推动监督系统，将该
项目纳入系统进行全周期监管，明确44
个节点时限，责任到人，设置红灯超时
报警功能，同时组织街道园区设立代办
员，“保姆式”服务项目落地。

华明高新区作为该项目帮办代办
责任方，服务项目做到“凡事有交代，件
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确保“项目推
进到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使企业
“拿地即开工”不再只是想象，力争实现
项目3月1日顺利摘牌，同步办理土地
证、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实
现2021年项目建设“开门红”。

“保姆式”服务项目落地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昨天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宝坻经
济开发区管委会把“服务企业”作为启
动新年工作的第一招，迅速走访企业、
上门问需，加快推进企业节后开工生
产，奋战新春“开门红”。
“目前生产的订单来自哪里？”“有

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帮忙解决？”在林德
英利（天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管委
会的工作人员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与企

业负责人交谈，详细了解企业生产、订
单、用工等方面的情况，并询问今后一
段时间的计划安排，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困难，确保平稳高效生产。
“没想到上班第一天管委会就来

送服务，给我们企业发展增添了很大
信心。”林德英利（天津）汽车部件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肖云鹏说，“去年年底我
们接到了奔驰C系列的售后备件订
单，又购买了若干条生产线，今年产值
预计在10亿元以上。”

随后，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又来
到天津宝申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企
业员工在冲压、弯管、焊接等生产线
上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企业新投入
的自动焊接机器人设备整齐排列，
满负荷生产。

宝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从节后上班第一天开始，管委
会将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企业调研
走访，为企业排忧解难，用周到的服务
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服务企业不打年盹儿

■本报记者王音

“地铁是老百姓特别关注的民生
项目，要努力保证时间进度，有困难、
有需求区里各部门会全力配合、积极
协调解决……”昨天是节后上班第一
天。一大早，北辰区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组成调研组，来到地铁4号线朗园

站施工现场调研，了解工程建设进展
情况，询问企业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并现场协调解决。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地铁站施工

现场在春节期间“不打烊”，工人们紧锣
密鼓地作业，积极推进施工进展，目的
是为了让建设成果早日惠及民生。
调研组一行还先后深入天津市中重

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建科机械（天津）股
份有限公司、中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企业，详细了解企业运行情况，与企业负
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详
细记下了企业提出的需求，并承诺会认
真梳理分析，及时给出解决办法，主动跟
进、做好对接，为企业尽力排忧解难。

深入一线问需为企业排忧解难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昨天，记者走进河北区定向安
置房汾河南道项目施工现场，挖掘
机、打桩机等重型机械设备的轰鸣
声响彻四周，近百名工程设计施工
人员正在有序开展作业。“目前正在
进行的是灌注桩施工，计划 3月底
前实施土方开挖，今年年底建筑主
体将会封顶。”现场施工负责人吴向
东介绍说，为了能让群众早日住上

新房，施工单位的40余名工程核心
技术人员春节期间放弃了放假休
息，每天到现场进行精确的定位测
量和施工检查，确保节后施工能够
更加顺利地开展。

据了解，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111480 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约
71160 平方米，共建设还迁住宅
1050套，可安置居民2940人；配套
公建约 10280 平方米，主要包括社
区居委会、社会商业服务、托老所、

幼儿园、社区警务室、物业管理用
房、居民健身场地、公厕、社区卫生
服务站等，是河北区为加快解决新
大路片及32个零散片棚户区改造，
加速推进被拆迁居民还迁问题的
重点项目。

正在施工现场督战的河北区住建
委主任于涌介绍说：“定向安置房是民
心工程，我们一定会在保证项目质量
万无一失的前提下，积极抢时间、争进
度，确保竣工计划如期落实。”

定向安置房项目有序作业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昨天
一大早，河东区体育局主要负责人就
来到正在建设中的河东体育场查看改
扩建工程进度，并分别对综合训练馆、
体育场看台进行现场检查，督促相关
施工单位抢抓工期，理清施工技术流
程，重视施工质量和工序衔接，避免后
期运营时出现问题，确保项目尽快释
放产值。

目前，河东体育场的外围幕墙
已全部完工。“今年主要是对体育场

内的体育设施、防水、通风、电力等
配套工程进行施工。预计今年年底
前正式竣工并交付使用，场馆建成
后，按照有关惠民政策要求，我们将
充分考虑群众需求，采取分时段免
费和低收费开放的政策，满足百姓
健身需求。”河东区体育运动中心副
主任刘欣宇说。

在现场，河东区体育局组织各参
建单位召开了体育场改扩建工程现场
调度会，梳理项目施工流程，为项目建
设争取宝贵时间。中冶天工集团有限
公司天津分公司项目经理卢恩成说：

“目前施工阶段是综合训练馆和体育
场看台这两部分，综合训练馆目前进
入了装修阶段，看台部分还在主体结
构施工阶段。春节期间，工人全面赶
工，争取早日竣工。”

据了解，新河东体育场在原址进
行改扩建，看台座位数6000个，同时
在看台质量、观赛角度等方面作出科
学的规划。体育场旁边新建的综合训
练馆可容纳三四百人观看篮球、羽毛
球等赛事，地下是停车场，大约可提供
360个车位，体育场南北两侧均有地
铁可以直达。

体育场馆建设“动起来”

■ 本报记者廖晨霞

位于河西区陈塘科技商务区的
中交富力大厦项目昨日开工。项目
自 2020年 12月 25日摘地至今，仅
用 25 天的时间就获取了项目施工
许可证，一个半月的时间即实现开
工建设，创造出了新的河西速度，体
现出了河西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优质
的服务保障。

中交富力大厦项目是由中国交
建与富力集团联手开发的，总建筑面

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产业大厦面
积约4.7万平方米，预计2025年年底
竣工。“为加速产业落地，我们已经启
动针对北上广等重点城市的龙头企
业和科创企业的招商推介工作。”富
力集团天津公司总经理吕霞介绍，
“25天的审批速度也让我们在合作
中感受到‘河西温度’，今年富力将继
续加大在河西投资，计划再投资一至
两个产业、住宅项目，总投资额在90
亿元左右。”
“作为中国交建与河西区进一步

深入合作的又一力作，中交富力项目
也是中交集团扎根河西，把优质企业
持续注入河西，促进河西产业、总部经
济发展的新见证。”陈塘科技商务区管
委会主任常青表示，“新的一年，我们
将继续对标‘产业+地产’，对接大型
企业集团、优质项目，利用空间载体、
土地资源、服务优势，为土地赋加更多
的发展空间。同时继续为企业提供从
对接、跟进到落地、发展全方位、全周
期的‘保姆式’服务，积极兑现各项承
诺，打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中交富力大厦项目开工建设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昨天上午，在津南区绿色生态屏
障·八里台湾施工现场，挖掘机等施
工车辆正在平整土地、开沟换土，工
人们铆足干劲儿抢抓工期，现场一派
繁忙景象。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绿色生态
屏障·八里台湾今年春季计划新增种
植量32.8万株，目前种植前期准备工

作已经基本结束，预计3月底前将全
部种植完成。

今年，津南区继续推进绿色生
态示范区建设，建成绿屏·八里台
湾、绿屏·小站湾，实施国家会展中
心周边绿化项目，启动海河南道沿
线区域绿化工程，有机衔接绿色生
态屏障和国家会展中心，打造国家
会议中心的“生态会客厅”。不断提
升管理水平，对已建区域及项目周

边进行再打磨再提升，突出精细化
管理，科学合理做好林间道路衔接，
完成卫南洼、古海岸廊道林间路建
设，完善绿色生态屏障休憩点位的
服务功能。注重发展绿色循环农
业，提升小站稻高标准农田、果树等
种植水平，探索发展林下经济，切实
把绿色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
丰收。

铆足干劲儿建设绿色生态屏障

节后上班第一天，我市各行各业不打年盹儿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大力发扬
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黄牛的精神，在拼搏“十四五”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中深耕细作——

犇劲十足

奋战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