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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思政教育引领
“开学第一课”
1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昨天，我市中小学生迎来新学期第一
天。全市各学校围绕
“党的光辉照我心”
这
一主题，
以思政教育为引领，组织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
“开学第一课”。

知党史 感党恩
“打竹板，听我言，我给您唱唱学习党
史新感言。知党史，感党恩，建党百年不
简单……”昨天，河西区平山道小学举行
了新学期开学典礼。典礼上，三年四班学
生张杨翊的一段快板表演，引起了全校师
生的共鸣，由此也拉开了本学期该校以
“知党史 感党恩 永远跟党走”为主题的思
政教育系列活动的序幕。
“这个学期，我们
将通过学、讲、颂、唱、绘、演等丰富的形
式，开展一系列党史教育活动，深入推进
学校课程思政建设，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
长，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百年。”校长韩洪
涛介绍说。

北大港湿地

牛年首批迁徙候鸟到来
本报讯（记者 王睿）天气转暖，候鸟报春归。连日来，北
大港湿地迎来牛年首批迁徙候鸟。天鹅、东方白鹳、大雁等
“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总量在 15 万只左右。鸟儿们翩跹起
舞、凌空翱翔，
给早春的北大港带来了勃勃生机。
目前，已经
“扎营”
的候鸟主要栖息在北大港湿地核心区、
北大港水库一带。最新观测数据显示，大雁有 3 万多只、天鹅
1000 多只、东方白鹳达 400 多只，以及万余只斑嘴鸭、绿头
鸭、斑头秋沙鸭等。
“候鸟依天时而迁徙，相比去年同期，今年
候鸟提前近 1 个月北归，眼下湿地的‘天鹅湖’大幕已经拉
开。
”
护鸟志愿者王洪峰介绍，随着候鸟迁徙季的到来，从现在
起，每天都将有鸟类过境，预计到 3 月中下旬，北大港湿地将
达到候鸟迁徙高峰期。据了解，北大港湿地生态系统完整，可
为鸟类提供良好的栖息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是东亚—澳
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上的重要驿站。
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野保科工作人员介绍，
为
确保鸟类迁徙安全，
目前，
北大港湿地实行全封闭管理，
并借助
“人防+技防”
的野生动物保护模式，
在实现重点区域监测覆盖
率达 100%的基础上，增派 28 名巡护人员 24 小时在湿地流动
值守，
扩大巡护半径，
时刻关注鸟类健康和食物需求情况。

三部门联合

清理
“空壳”
地方金融组织

延安精神永流传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延安精神
吗？”昨天上午，在和平区岳阳道小学的开
学典礼上，
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长、
宣传团团长谷梅，为全校学生上了一堂生
动的思政课。课上，谷梅为大家讲述了多
个颇具代表性的延安故事，激励岳小学子
在延安精神指引下茁壮成长。听完这样的
讲述，
学生们深受教育和鼓舞。与此同时，
该校全面启动“童心向党，礼赞百年”诗词
朗诵系列活动，
学生们用饱含深情的朗诵，
讴歌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展现新时
代少年儿童在党的带领下全面发展，立志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风采。

师生祝福党和祖国
“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
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
导中国走向光明……”昨天早上，在和平
区中心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全校师生用嘹
亮的歌声合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随后，全校各个班级展示出学生与
老 师 寒 假 一 起 精 心 制 作 的 100 个“ 福
袋”。在这些“福袋”中，是师生们对党和
祖国的美好祝福。
“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坚定师生跟党走的信念，增强大家
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校长李际萌说。

“互联网+明厨亮灶”

校外供餐单位
6 月底前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从市市场
监管委了解到，为做好 2021 年春季学校食
品安全保障，该委联合市教委在 2 月 22 日
至 5 月 28 日期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2021
年春季学校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此次专项监督检查重点包括：加强食
品安全制度适用性检查、加强学校集中用
餐信息公开情况检查、加强从业人员健康
检查、加强经营场所卫生检查、加强库存
食品原料检查、加强落实进货查验与记录
制度检查、加强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合规性
检查、加强校外供餐配送检查、加强食品
留样合规性检查、加强餐（饮）具清洗消毒
检查。同时，严格校长（园长）负责制，强
化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并进一步
提高“互联网+明厨亮灶”覆盖率，校外供
餐单位“互联网+明厨亮灶”6 月底前实现
100%全覆盖，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
灶”6 月底前达到 90%以上。此外，还将
持续推进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采用标
准图示、色标、五常、6T 等食品安全管理
方法，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逐步建立
HACCP 体 系 或 ISO22000 体 系 ，并 通 过
认证。
专项监督检查分为部署阶段、自查阶
段、普查阶段和督查阶段，6 月底前将完成
督查阶段。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市金融局获悉，
为推动落实银保
监会有关工作要求，
努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市金融局、
市市场监
管委、
市税务局共同研究建立工作机制，
每年定期协同开展
“失联”
“空壳”
七类地方金融组织的清理退出工作，
自2020年下半年至
今，
已启动2批次清理工作，
其中第一批次清理工作已顺利完成，
依法依规清退机构40余家。第二批次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七类地方金融组织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
行、商业保理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地方资产
管理公司。

新学期从
“心”
开始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
“所有同学把
左手搭在前面同学的肩膀上，向后抬起右
腿，后面的同学要用右手扶住前面同学的
右腿，咱们的比赛距离一共是 15 米，哪一
组最先抵达，哪一组就是获胜队，大家一
定注意安全……”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天
津市第二新华中学的操场上，一场特殊的
心理团体辅导活动在师生们的欢声笑语
中开始了。
“出发！”
听到心理教师谢薇的指令后，
45 名学生分成 9 个组，齐心协力地向终点
前进。行进过程中，有的学生摔倒后在众
人的帮助下立即起身归队继续比赛，也有
的小组没有任何失误地顺利抵达终点。
“一
个多月没见，可能有的学生会感觉对学校
和同学有了陌生感，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
式，增进大家的感情，
增强班级团队的凝聚
力，为学生减压，让他们的心快速回归校
园。
”
谢薇说。
新学期伊始，为积极应对心理问题给
学生成长带来的困扰和影响，市教育两委
推出系列举措，要求各学校做好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包括召开一次心理健康主
题班会、开展一次面对面学生家长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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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开学心理状况摸排、组织一次团体辅
导和开展一次家访活动。
根据要求，各学校要在开学后召开一
次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立足积极心理
学理念，锤炼学生抗挫折能力，
教会学生自
我释放、自我减压方法，
引导学生主动调适
心理状态，更好地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背
景下的特殊校园学习生活。
各中小学要在做好防疫工作基础上，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次面对面全体家长
会，及时向家长通报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引导家长主动学习心
理健康问题识别和处理技能，主动承担起
教育疏导责任。同时，依托全体班主任，采
取科学方法对全体学生的思想动态、情绪
状况进行摸排，发现问题及时跟进疏导。
此外，各级各类学校要面向全体学生，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一次全覆盖的减压团体
辅导活动，帮助学生减轻压力、消除焦虑、
体验快乐，以积极健康的身心状态开始新
学期的学习生活。中小学班主任还要结合
防疫要求，对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学生实现
入户家访全覆盖，深入细致了解学生情况，
并有针对性地做好后期教育工作。

校园周边秩序井然
本报讯（通讯员 樊晓慧 记者 韩雯）昨
天，全市各中小学校正式开学。按照市委、
市政府和公安部的总体部署，全市公安机
关精准发力，全面做好安全保卫、交通保
障、疫情防控等工作，
圆满完成了开学首日
各项安保任务。开学首日，全市 1400 余所

中小学校园门前及周边秩序井然，市区各
主干道路通畅有序。
开学前夕，全市公安机关提前制定安
保工作方案，组织相关部门深入各中小学、
幼儿园开展治安安全检查，督促指导各学
校落实“人防、物防、技防”等安全防范措

交警护航上学路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昨天是我市中小学开学首日，
耀华小学
门前秩序井然。
“昨晚还憷头学校门前会堵
车，没想到还挺顺当，
开车到了学校门前就
停进了
‘护学泊位’
，
停车、
送孩子进校、
取车
离开，
前后也就用了几分钟。
”
刚刚送完孩子
的刘女士说。

早上 6 时 30 分，交警和平支队泰安道
大队小白楼警区的 12 名警力就已经到达耀
华小学门前。警长李洋介绍说：
“学校门前
的
‘护学泊位’
是为了缓解接送学生车辆停
车难而设立的，为了保证其使用效率，
我们
从 2 月 21 日下午就开始进行占领式管理，
确保开学首日
‘护学泊位’
真正给接送学生
车辆使用。
”

坚决做好 2021 年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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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平区中心小学以班级为单位，
利用寒假制作了装满师生们对党和祖国
祝福的“福袋”。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2. 鞍山道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学生
们在德育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进行心理放
松训练——“春天的种子”。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3. 昨天，市公安局内保总队组织属
地公安分局派出所强化校园周边治安秩
序维护。
通讯员 李勇 摄

施，确保万无一失。开学首日，
全市共出动警
力 7000 人次，加强早晚高峰交通疏导、巡逻
防控等工作，严格落实“1、3、5 分钟”快速反
应机制，快速处置各类警情，
严厉打击涉校违
法犯罪活动。在全市设置“护学岗”1112 处，
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疏导，严查严处各类交
通违法行为。同时，市公安局成立督导组，对
学校保卫人员值班值守、落实安全防护措施、
疫情常态化防控等工作进行推动指导，及时
发现整改隐患。

“我是交警南马路大队警用巡查无人机，
请车辆按照规定单排顺行停放，禁止二排、三
排停车……”
7 时 15 分许，一架无人机出现在
崇化中学门前路中央，
低空盘旋并循环播放着
上述提示音，
对过往车辆进行安全提示。据交
警南马路大队大队长张杨介绍，
无人机将在学
校等重点地区发挥循环提示的作用。
据了解，开学首日，
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
交通保障一级勤务，
各支队结合开学后各学校
上下学时间变化，
动态布警，
加强疏导管控，
规
范停车秩序，加强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治理，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确保上学路上平安顺畅。

实现 56 项政务服务事项异地办理

新区推出
“京津自贸通办”
■ 本报记者 孟兴

新春伊始，落户西青区的科技型企业威司克股份有限公司不打年盹儿，为配合
山东滨华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工程的高低压补偿滤波节能设备的顺利交付
使用，春节至今企业全员上岗，加班加点生产设备核心器件智能电容器，保质保生产
保工期，确保设备顺利交付。
本报记者 刘玉祥 摄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滨海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在一楼办事大厅中央设置的
“京津自贸
通办”
“承接非首都功能项目服务区”
内，工作
人员正在向前来办事的人员宣传新的便利政
策。在二楼，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专门设立
了
“跨省通办”
“滨海通办”
受理窗口。
据了解，
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会同北京城
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管理局、
北京市
通州区政务服务管理局建立了政务服务京津
自贸通办联动机制，
分别为对方开设
“一窗通”
办理登录、审批账号。目前，
在滨海新区政务
服务中心、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管理局已
经分别设立了
“跨省通办”
窗口，
凡是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通州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含各开发
区）申请开办企业的投资者，
或注册地址位于
两地的企业，都可以在两地任意一个
“跨省通
办”
窗口提交申请办理
“跨省通办”
事项。
“目前，京津两市电子政务外网已经打

《百姓问政》今晚播出第四期特别节目

通，两地的审批人员都可以进入对方的系统
进行操作受理。
”
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政务服
务室工作人员郭晓恺告诉记者，
“因此，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企业办事人员可以通过天津
的审批系统把材料进行录入，然后直接点击
受理，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审批人员就可以看
到相关的数据了，相当于北京那边窗口的延
伸，纸质材料北京方面收齐后，
便会通过邮寄
方式寄到天津这边。
”
目前，京津两地自贸区已经实现了 56 项
政务服务事项通办，其中，
企业关心的设立变
更商事登记，以及律所设立、文化方面审批等
相关高频事项，均在第一批的通办名单里，现
在都可以实现跨省通办。滨海新区政务服务
办主任徐斐表示，我们将探索更大范围、更深
层次的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实现北京自贸区
三个片区与天津自贸区三个片区之间的政务
服务事项通办，蹚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路
径，进而实现京津两地政务服务事项、审批事
项的标准化。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
《百姓问政》栏目今晚将播出第四
期特别节目，市住建委、市城管委、市人社局、市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来到节目现场，向群众汇报 2020 年民心工程任务完成情
况，并重点围绕今年承担的工作，
明确做法，
明确时间，确保高
质量完成各项任务。
今年，市住建委承担的两项民心工程紧紧围绕着百姓住
行展开。整修的10条道路中有不少是老百姓期盼已久的，
市住
建委党委副书记、
主任蔡云鹏在节目中表示，
今年的道路建设主
要是一些连接主干道路、
次干道路的路，
不仅是要整修路面，
更
是通过对路下管网设施的改造，
解决周边地区的微循环。另外，
将非津籍但在津从事公交行业、
环卫行业的中低收入家庭纳入
保障范围，
全年将向7万个中低收入困难家庭发放租房补贴。
市城管委今年承担的工程共有 5 项，将重点解决我市
781 个（条）小区、道路的老旧路灯不亮问题。市城管委党组
书记、主任刘峰表示，今年将更多立足于服务百姓，老百姓有
诉求并能够结合改造的，可以通过街道、居委会上报，与城管
部门进行对接。另外，今年将继续推进垃圾分类，建设厨余垃
圾处理厂，同时积极推广厨余垃圾就近就地处理设置，鼓励有
条件的单位、小区建设这样的处理设备。
在节目现场，结合 2021 年民心工程任务，市人社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沈超重点介绍了针对应届高校毕业生、困难群体
的就业扶持政策，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林引着重介绍了
工会系统帮扶职工大病救助的具体举措。
为尽快推动今年民心工程任务的落实，四部门负责人在
节目中向全市市民作出承诺，将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做实功、办实事、求实效，
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坚决做
好 2021 年各项民心工程。

疫情快报
2 月 21 日 18 时至 2 月 22 日 18 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2 月 21 日
18 时至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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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1 日 18 时至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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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例（中国
籍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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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 1 例），治愈出院 191 例，在院 14 例
（其中轻型 5 例、普通型 9 例）。
2 月 21 日 18 时至 2 月 22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累计 145 例（境外输入 140 例），其中尚在医学观察 5 例
（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117 例、转为确诊病例 23 例。
截至 2 月 22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
切接触者 11042 人，
尚有 212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1年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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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4 件。其中：
滨
海新区2209件、
和平区369件、
河东区752件、
河西区707件、
南
开区 834件、
河北区 583 件、
红桥区 314件、
东丽区 633件、
西青
区 766 件、
津南区 822 件、
北辰区 898 件、
武清区 754件、
宝坻区
828 件、宁河区 568 件、静海区 815 件、蓟州区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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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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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