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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
全面推进2021年工作任务部署会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美丽红桥”官方微信

■通讯员张喜旺

“喂，您好！我是区应急管理局值班人员，按照相关要
求，我们需要了解您单位安全生产情况，请您报告一下值班
情况。今天是除夕夜，也祝您新年快乐。”大年三十，在红
桥区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值班的牛士杰正在通过电话了解
全区10家危化品经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如发现安全隐
患将责令企业马上进行整改，同时通知巡查人员快速到达
责任单位。今年是牛士杰第二年除夕夜值班，“我来应急
管理局工作4年，有两年赶上除夕夜值班。我们应急管理
局岗位特殊，24小时都需要有人值班，尤其是春节这样的
节日，大家容易对安全工作有所松懈，我们加强值守，时刻
提醒责任单位，时时刻刻将安全放在第一位，确保群众过
一个安全祥和年。”
今年32岁的牛士杰，老家河北省沧州市，刚刚结婚两

年，2019年的大年三十他在单位值班，没能和新婚妻子度
过除夕夜，今年，他响应号召选择留津过年，这个除夕夜又
来到单位值班。他说：“我们应急局的同事们都很辛苦，24
小时待命，除夕夜都希望跟家里人在一起，我年轻嘛，过年
值守我义不容辞。”嘴上这么说，但还是思念家人，工作间
隙给爱人发了一条信息，“媳妇，过年好啊，今年过年又没
陪你一起吃饺子，实在抱歉，家里都是你一个人操持，辛苦
你了。”放下手机，牛士杰又打起精神紧盯着安全生产监控
系统。
铃铃铃，值班电话突然响起，牛士杰一个健步跨到电话

前，“喂，您好，这里是红桥区应急管理局，有什么紧急情况
吗？……哦哦，楼下有人找我？……我媳妇来了啊，我值班
不能离岗，您让她自己上来吧。”半夜值班接到爱人探班的
电话牛士杰十分高兴，目光一直望向楼道方向。
“小牛，果然是牛年到了，你真牛气啊，我来了都不接我

一下。”牛士杰妻子手里提着保温袋走进了值班室，眼中带
着些许心疼。“媳妇，我这不是值班嘛，不能离岗。你怎么来
了？”牛士杰妻子一边说一边把保温袋打开：“这不过年了
嘛，家里包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我给你带点过来，顺
便慰问慰问坚守岗位的小牛同志。”妻子“埋怨”着，打开餐
盒，把筷子塞到了牛士杰的手里。“你慢慢吃，家里你不用担
心，这就是你的工作我理解，我先回去了。”牛士杰嘱咐她路
上小心，然后一边注视着监控系统，一边狼吞虎咽地吃光了
饭盒里的饺子，眼神里既有小两口的幸福甜蜜更有守护一
方的毅然坚定。
在红桥区，像牛士杰一样坚守在安全岗位的人还有很

多，他们默默奉献，为守护全区群众安全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作为应急管理局的一名干部，我有责任做好安全值守
工作，让全区百姓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对于我而言就是
最幸福的事了。”牛士杰说。

■通讯员陈美萍

■通讯员汤甜甜

2021年春节假期，红桥区各大商贸载
体、各旅游景区、影院等市场繁荣活跃，商品
供应丰富，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红红火火的节
日氛围随处可见。
新春佳节，市场供需两旺，红桥区各大

商场超市纷纷张灯结彩、装饰一新，营造出
浓厚的节日喜庆氛围，并且提前备足货源，
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抢占市场先机，同
时也确保节日消费市场商品供应充足、品
类齐全，满足市民消费需求。据了解，春节

七天长假里，红桥区陆家嘴中心、水游城、
欧亚达等商贸载体客流量均大幅增长，其
中水游城客流量日均4万余人、陆家嘴中心
日均3万余人、欧亚达日均4千余人，综合
收入达3600余万元。

区内各大饭店也人流如织，宝轩渔府、红
旗饭庄等深受百姓喜爱的餐饮品牌纷纷推出
春节套餐，同时积极顺应许多群众选择在家
吃年夜饭的需求变化，增加年夜饭套餐、半成
品年夜饭等外卖服务，让市民在家也能享受
到新鲜美食。“今年我们家好几个亲戚都选择
留津过年，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在家过‘三十

儿’，这年夜饭可愁坏我了，好在好几家饭店
都推出了年夜饭外卖，这下方便太多了。”市
民王女士说道。红旗饭庄负责人表示，春节
期间，市场需求量急速上升，不论是堂食还是
外卖，都需要提前预约，虽然饭店之前做足了
食材准备，但还是有不少市民预约晚了，导致
无法满足其订单需求。

除了大饱口福，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也
是许多群众今年的过年选择。假期期间，
红桥区免费开放了4家A级景区，总客流
量超1.7万人次。逛逛西沽公园、参观平津
战役纪念馆等成为很多市民假日休闲的首

选，丁字沽街道桃花园东里小区居民杨大
爷就是其中之一。早晨邀着几位好友去西
沽公园锻炼是杨大爷每天的必修课，甚至
大年初一他也如约而至。“这公园离我家
近，空气清新，绿化又好，每天我溜着弯就
过来了。”杨大爷说，“原以为过年了没什么
人来，没想到现在人反倒更多了，我们以前
经常锻炼的‘地盘儿’都被挤没了，我们还
得到处找新的地儿。”正说着，杨大爷的几
位好友也陆续到了，几人说说笑笑，朝公园
里走去。

此时，四五公里之外的平津战役纪念
馆也迎来了新春首批游客，高先生一家三
口走进馆内，用与往年不一样的方式开启
新年的第一天。“我们今年过年没回老家，
假期也不用串亲戚，所以想来这参观参观，
也给孩子上一次红色文化课。”高先生说，
到了馆内才发现，原来与他有一样想法的
人这么多。据统计，春节假期平津馆免费
讲解40多场，单日接待量最多的一天超过
2000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6成以上。在
游客留言簿上，一位河北省石家庄的观众
写着：“我们生活在天津，已经深深地爱上
了这座城市，向为解放这座城市而牺牲的
英烈们致敬。”

此外，随着多部国产电影的上映，全区影
院也迎来市场高潮，部分场次还出现“一票难
求”现象。影院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春节档
的几部电影市场反响都不错，有的观众还特
意买了同一天多部电影的连场票。正在排
队购票的朱先生表示，忙了一年了，假期想
通过和朋友一起看看电影、吃吃饭，放松一
下，正好看网评这几部电影都还不错，原打
算都看一遍，没想到到了影院发现购票处早
已排起了长龙，只好有哪个看哪个了。据
悉，春节全区影院观影人次达6.3万，票房超
350万元。

全区各消费市场积极迎客的同时，也
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严格按照限
流标准控制接待人数，并积极开展线上活
动，如陆家嘴等商贸载体积极开展幸运抽
奖等网络直播活动，减少线下人员聚集；平
津战役纪念馆组织“欢度中国年 传播正能
量”春节特别直播，与广大网友分享生活垃
圾分类、防疫救援、扶残助困等方面知识和
精彩故事，直播收看量达到10多万人次，
点赞数超过60万次。全区各相关部门也
在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疫情防控督
查，督促各景区、大型商超、娱乐场所等重
视生产安全，落实安全责任，确保春节假期
市场平稳有序。

春节期间红桥区消费市场火热

■通讯员汤甜甜

“爸，生日快乐啊。那个、我今年还是回不去啊。”“嗯，
知道了，你忙你的，家里都好，放心。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注意安全。”
郑国超操着一口地道的唐山话匆匆给父亲说了句生日

祝福，随即挂了电话，全身心投入到急诊科的工作。这天是
2021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距离新年还有4天，这
天也是郑国超父亲的生日。
在红桥医院工作的这十年，十个春节，郑国超都留给了

医院，今年也不例外。“冬季里，突发心脑血管疾病、慢性病
和危重病人比较多，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再加上春节期
间，打扫卫生、走亲访友又无形中给老年人增加了许多家
务，所以，越是过年时节，病人越是增多。”郑国超说。
据了解，目前无论白班还是晚班，一轮接诊下来，作为

急诊内科主治医师的郑国超，平均需要诊治二三十名患
者。这边他刚为一名患者制定完治疗方案，椅子还没坐
热，那边又有了新来的患者，需要他赶紧去相关科室和其
他大夫共同诊断。这一圈下来，不一会儿他就接诊了2位
患者、同2位患者家属沟通、和1位同事会诊。郑国超告诉
记者，由于患者就诊时间不固定，有时没有患者来，有时一
下又来好多，而来急诊的都是急病，所以，一定要反应迅
速、判断及时，还要全科兼顾，不能有落下的医疗知识。而
往往在这时，患者和家属也都是最焦急的，所以，还要用平
稳、温和的心态和交流方式及时和他们沟通，获得理解和
共鸣，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紧急的病情里，跑赢时间，将病
人解救。
处理急诊工作的同时，郑国超还需要和同事们时刻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核酸采集队的成员，经常性的演练、
考试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家常便饭。正是在这样忙碌和紧张
的氛围中，他和一同坚守岗位的同事们迎来了新一年的除
夕之夜。“我希望这次春节值班，我们医院不用忙忙碌碌
的。”聊起新年愿望，他笑着说，“我可不是想偷懒，因为我们
不忙就说明大家都平安健康。”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却是郑国
超最真实的表达。
2020年2月，郑国超与医院其他4名同志，作为天津市

第七批驰援湖北医疗队成员出征恩施。在那段时间里，他
看到了太多关于生命的故事，也收获了无数的感动。经历
过这次特殊战“疫”后，郑国超更明白了生命既脆弱又顽强，
更切身感受到了患者对健康的向往，也更深刻地认识到了
医者肩上的职责和使命。
“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老百姓需要你的时候，你能凭

借自己的能力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幸
运。”郑国超说，不论是过年的值守，还是平时的工作，如果
自己发出的这点光和热，能够对他人有帮助、对这个社会有
帮助，那就是很值得，也很有意义的。

“小牛”的牛年春节这样过

他的新年愿望是“不忙”

■通讯员朱双银

“小曹，今年过年还不回家的话就留我家
过年吧。”“谢谢李伯，我还得值班呢，祝您新
年快乐。”在西于庄街道中嘉花园小区里，居
民看到社区民警曹向开大年三十还在执勤，
就想让她一起在自己家过年，但被曹向开委
婉拒绝了。
“因为我是一名人民警察，保障群众安全

是我的职责。”曹向开说。今年春节期间，曹
向开和往年一样坚守在岗，社区巡逻、派出所
值班、慰问社区孤寡老人和困难家庭，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刘阿姨，新年快乐，快过年了，我过来看

看您。”曹向开拎着米面油走进了社区困难群
众刘阿姨家里。屋子里，曹向开像亲人一样
和刘阿姨拉着家常，一起贴窗花和福字，浓浓
的年味儿扑面而来，刘阿姨的脸上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除了慰问困难家庭，曹向开还参
与派出所日常值班。对她来说，春节期间最
高兴的不是回家过年，而是报警电话减少，这
就表示老百姓都平平安安。虽然不能回家过
年，但是她没有怨言，只是为了老百姓在有急
事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听到那句：您好，这
里是派出所！

从警13年来，曹向开一直扎根基层，用真
情服务社区。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家住宏泰
公寓的朱大娘，出门买菜时忘记关闭正在熬着
粥的煤气灶，老伴儿因病瘫痪在床，而此时她
离开家里已近一小时。得知情况后曹向开立
即开车赶去现场，并让同事请求119增援。

由于小区内道路施工，车辆无法进入，朱
大娘由于情绪紧张已不能正常行走，曹向开
立即向朱大娘拿了家里钥匙，下车拎着灭火
器就往现场跑。到现场后，只见屋内浓烟滚
滚，厨房里灶台上的火已经将油烟机烧得变
形。由于烟雾太大，冲进厨房时她没注意到
脚下的一块挡板，重重摔在地上，她迅速起身
用灭火器将火扑灭，打开所有窗户，并顺利解
救了朱大娘的爱人。在完成所有救援动作和
确认无人员伤亡后，曹向开才算是松了一口
气，此时膝盖疼痛已让她不能行走，同事立马
将其送往医院，大夫诊断为左膝盖受力过大
导致左侧髌骨骨裂，软组织挫伤并积液。

一次，曹向开在群众走访中得知福居公
寓没有物业，楼门没有编号，于是她自己买来
油漆为小区每栋楼刷上编号，这一举动让社
区大爷、大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大家也自
发配合她的工作，在社区里成立了由退休干
部职工组成的社区自治小组和义务巡逻队，
她带领自治小组修理路灯，帮助联系环卫部
门清理垃圾，将小区年久失修的护栏修好并
安上大门……社区在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多年来曹向开凭着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扎
实细致的工作，将社区打造成一个“发案少、
秩序好、群众满意”的平安社区，获得了群众
的充分肯定和多个市区荣誉。“荣誉对我来说
是一种鞭策、鼓励，群众的满意才是对我最大
的褒奖。”曹向开说，“和爱人有9年没一起吃
过年夜饭了，但是我一点也不孤单，看到居民
们开心的笑容，我心里就很暖。”

用行动守护一方平安

2月18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红桥区
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关于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深
入实施生态立区、教育兴区、土地强区发展举
措，召开坚持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2021年工
作任务部署会，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努力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见
到新气象。
会议就实施生态立区、教育兴区、土地强

区发展举措具体方案作了说明。全体区级领
导，全区各处级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副处
级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驻区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参加大会。
会议指出，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结合自身职责，找准工作重
点，目标一致、担当作为，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一是坚定不移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更有成效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
认真落实我市近期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
改革发展26条“硬举措”，全力营造一流营
商环境，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坚决过紧日
子，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全力完成目标任
务。二是坚定不移推动生态立区高质量
发展。积极融入做好大运河保护，抓好中
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持续用力打好
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巩固创文
创卫成效。三是坚定不移推动土地强区
高质量发展。加快土地出让，全力保障服
务地铁4号线、7号线建设，推动已落地项
目早开工、早建设，完善城市载体功能，持
续提升城区品质。四是坚定不移推动教
育兴区高质量发展。加强党对教育工作
的全面领导，着重抓好教师和学生的思想
政治工作。推动教育资源优质均衡发展，
加快推动三条石小学等一批学校改扩建
工程。持续创新体制机制，着力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五是坚定不移推动民计民生
事业高质量发展。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持续抓好疫情防控。落实“六稳”
“六保”，保障基本民生。围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
宣传教育活动。六是坚定不移推动基层
治理高质量发展。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
领导，持续开展“党员干部进网格访民情”
实践活动，深化“十个一”工作措施，统筹
安全与发展。七是坚定不移推动党的建
设高质量发展。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狠抓巡视整改，彻底解
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好人主义问题，不
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会议强调，全区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
党员干部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深
入实施生态立区、教育兴区、土地强区发展
举措，依法依规履职，科学谋划举措，真干

实干苦干，不断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争分夺秒、全力以
赴落实生态立区、教育兴区、土地强区发展
举措和各项重点任务，努力打造绿色城区、
建设美丽红桥。区发展改革委、区教育局、
区住房建设委主要负责同志分别作了表态
发言。

会后，区级领导同志和区住房建设委、
区卫生健康委、区发展改革委、规划资源红
桥分局、区生态环境局、三条石街道、西于
庄街道、咸阳北路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区委
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有关负责同志集体
乘车到红桥中医院、地铁4号线项目西于庄
站施工工地、三条石小学实地察看了项目
情况，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推动各项重
点工作任务落实。

■通讯员汤甜甜

“您看这儿，点头、眨眼，好的。”紧接着，
咸阳北路街道凤城社区工作人员操作着居民
杨大爷的手机，不一会儿递给杨大爷，“您今
年的老年认证做好了。”
“这就弄完啦？”杨大爷有些诧异，“那我

还用去区里的政务服务大厅吗？”“不用啦，您
明年再做认证的时候还来找我就行，现在这
项工作咱们社区就能办。”“这好啊，方便多
啦！”杨大爷高兴地说道。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
施方案的通知》《天津市便利老年人办事

服务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实
做细为老年人服务工作，红桥区持续加大
政务服务改革力度，着力打造区、街、社区
三级政务服务体系，不断改进服务水平、
完善服务细节、提升服务品质，切实增强
老年人在信息化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区政务服务办牵头严格对照全部政务
服务事项目录，特别是老年人日常密切

相关的服务事项，逐项进行线下办理情
况核查。对未设置线下办理渠道的事
项，及时开通线下办理渠道，并配置办件
操作人员和办理流程，目前，基本实现方
便老年人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
2020 年 12 月调整优化线下窗口布局，所
有进驻部门均设置相应“综合咨询窗
口”，线下为企业和群众解答咨询问题；
成立专门帮办领办队伍，为包含老年人

在内的企业群众开展全程电子化帮领办
服务，不断提高现场办理政务服务便利
化水平。此外，主动延伸政务审批网络
系统，涉及民生105项事项一律延伸至街
道办理，13 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沉到社区
办理。
“网上那些操作我也不会，去远道又不方

便，这下好了，不出社区就能办完。”凤城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里，刚办理完医保报销手续的
王阿姨高兴地说道。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动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向街道、社区延伸，严格落实‘就近办’‘一
次办’事项清单，为老年人提供各类便捷服
务。”区政务服务办副主任夏国栋介绍道。

完善服务网 便利老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