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种单位名称

南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营门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新兴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劝业场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五大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劝业场街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劝业场街汇文中学
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

地址

和平区华安大街97号

昆明路62号

河沿道朝阳里5号

沈阳道30号

烟台道80号

重庆道142号

山东路1号

甘肃路40号

开诊时间
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3:30-17:30
周一至周日
8:00-12:00
13:30-17:30

周三、五、六、日8:00-12:00
13:30-17:30

周一、四13:30-17:30
周二、四、六、日8:00-12:00

13:30-17:30
周三、周五13:30-17:30
周一、二、日8:00-12:00

13:30-17:30
周三、四、五、六13:30-17:30
周一、五、六、日8:00-12:00

13:30-17:30
周二、三13:30-17:30
周一至周日8:00-12:00

12:30-16:30
周一至周日8:00-12:00

12:30-16:30

咨询电话

临时点：81244510、81271515
常规门诊：27224627

临时点：23229906、23229257
常规门诊：23431680

23358609

27314977

18522186181

17622627756

13001379679、13116058611

17502219052、17502275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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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连日来，和平区在做好机关企事业
单位团体新冠病毒疫苗预约接种的同
时，各街道、社区加强宣传力度，认真做
好预约登记、科学安排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等工作，保障社区居民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有序开展，为建立全人群免疫
屏障奠定坚实基础。

在南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点，医务人员正细心引导前
来接种的人员进行预检分诊，登记、录
入、接种，各环节井然有序。接种的人群
中既有统一预约的企事业单位员工，也
有在社区报名的普通居民。

随着接种人员数量的增长、群体的扩
大，各街道社区不断创新方式，做好各环节
流程衔接，提供人性化的便民服务，全力保
障新冠病毒疫苗预约接种工作顺利有序进
行。同时，各街道社区持续完善工作台账，
细化宣传内容，引导辖区人员应接尽接。

南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
记穆爱华告诉记者，为了解决上班群体

工作时间不便接种的情况，可开展延时服
务，接种时间延时到晚上八点，人性化的服
务收到了市民的纷纷点赞。

在南营门街卫生服务中心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点，医务人员协助每位接种者完成体
温测量、查询健康码、填表登记等接种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并详细询问其身体健康状
况。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室，接种者完成疫
苗接种并留观30分钟后无不良反应便可离
开，随后等待医院工作人员通知再进行第二
次接种。刚接种完疫苗的市民郭先生表示，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打完
疫苗后身体并没有不适，感觉很有安全感。

记者在位于劝业场街汇文中学新冠病
毒疫苗临时接种点现场看到，前来接种新冠
病毒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医务人员严格按
照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流程和技术规范进行
操作，耐心向接种者介绍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的注意事项。大家也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自
觉排队，有序进行疫苗注射。

记者 金程 摄影 兰飞 张翅

科学组织 细化安排 广泛宣传 精准接种
和平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有序开展 ■记者 陈珮

近日，和平区制定出台《和平区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监管细
则（试行）》，出真招、强监管，全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深化改革，
在现有功能配置基础上，深化日间托养、助餐服务、长护险顾问
等养老服务功能，让老人在“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安享幸福晚
年，解决老年人“养”的问题。

据统计，和平区有80周岁以上老年人1.88万人，选择居家
和社区养老的老年人占绝大部分。日间托养、短期托养的养老
服务需求日增，催生日间照料中心提供日托服务。

和平区现有日间照料中心13个，总建筑面积4950平方米，
共有床位121张，服务对象以居住在和平区的60周岁以上老年
人为主。这些日间照料中心一半以上都可提供日间托养服务，
并配备了生活服务、保健康复、文体娱乐、安全消防等相关设
施，在专业机构指导下，向专业化养老服务发展。

每到中午，南市街裕德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就会在小区主
干道上立一块“今日菜单”宣传板，标明菜品菜价。中心的老人
家食堂有堂食，也可送餐。除了老年人，也有周边白领前来就
餐，每天供餐量在五六十份。

据了解，和平区目前已建成一级老人家食堂9个、二级助餐
点64个，日均助餐量近500份，已注册符合老年助餐补贴对象
的老年人近千人。

为了让老人吃得更好更方便，和平区确保每个老年日间照
料中心都能提供助餐服务。与此同时，为了强化老年助餐服务
保障，和平区还在今年制定出台了《和平区老人家食堂监管细
则（试行）》，实行运营考评、准入退出、奖优惩劣机制，全面提升
社区助餐的服务性、便利性、安全性。

为解决失能、半失能老人照料问题，缓解家庭压力，我市
试点推出长期护理险，分批启动“长护险”失能评定申请。在
第一批阶段性申请机构中，和平区有7家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在列。

失能人员有保障，失能家庭减负担。在区民政局的部署安
排下，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安排专人，负责在试点初期协助参
保人员，提交失能评定申请阶段性工作，贴心周到的“长护险顾
问”为失能人员及家庭护航撑伞。
“每天都有老人来咨询，我们专门安排了长护险顾问。”五

大道街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介绍：“益美嵌入式社区养老
中心和五大道日间照料中心，目前申请情况是机构14人、居家
40人，申请人数还在增加。”

日间托养、助餐服务、长护险顾问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和平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再升级

和平区新冠疫苗接种门诊信息

本报讯（记者金程）日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携手
长春市朝阳区人社局、就业局举办对口合作线上远程视频招
聘会。

此次视频招聘会采取线上方式进行，兼顾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为企业提供招聘便捷渠道、求职者减少往返费用成本。通
过两地人社局的精心准备，采取线上全流程招聘模式，即：招聘
信息发布—求职者扫码投递简历—用人单位简历获取—简历
筛选—面试测评—Offer谈判，以视频初面和视频复试的方式，
一站式解决招聘和求职需求。

区人社局通过中国天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协调中智、人
瑞、华维、经保保安等12家人力资源企业，提供各类职位104
个，工作岗位1469个。朝阳区人社局通过张贴海报、媒体宣传
等方式向社会发布岗位信息，120余位求职者来到视频会现场
参与活动，现场初步达成意向43人。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深入落实对口合作
线上招聘助力就业

■记者 李震

“能参与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究、亲自
部署、亲自督战的脱贫攻坚伟大事业，是我
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中共承德市委常
委、副市长（挂职），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领
队杨春武铿锵话语掷地有声。他始终把使
命记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
手上，随着“承德山水”“百万只肉羊”“承德
应职院”“生态小滦河”等一批批特色扶贫
项目的落地，一条“鱼渔兼授、智志双扶”的
特色援承路助推了承德市45.6万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

强基铸魂抓党建 打造援承钢铁军

作为领队，杨春武以党建为引领，从建
强临时党支部入手，选优配齐支部委员。
组织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让党旗在
脱贫一线飘扬，让党徽在攻坚岗位闪光”等
系列活动。在他的带领下，工作队遍访45
个深度贫困村，援承工作队64名援派干部
与129户贫困户结对认亲。

同时，他还创新工作模式，建立工作队
“1+5”组织架构，健全完善了重大事项报
告、干部考核等多项制度。在他的带动下，
工作队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
真正成为了“以对党的忠诚心铸魂，以对人
民的感恩心立根，以对事业的进取心强基，

以对法纪的敬畏心固本”的援承铁军。

主动作为促交流 搭起援承“立交桥”

杨春武从顶层设计着手，搭平台、搞对接，
不断完善联络沟通机制，架起津承两地多方沟
通的“立交桥”。他向社会各界积极推介承德
文旅项目，吸引京津冀百姓来承旅游，助推区
域经济发展。每年组织东西部扶贫协作产业
帮扶专场招商推介会，就自然资源、文化传承、
主导产业及优惠政策进行重点推介。积极开
展线上线下销售，实现消费扶贫由2018年
300多万元到2020年2.23亿元的跨越发展。

5年来，签署结对帮扶协议379个；动
员社会组织向承德捐赠款物1.7亿元；促
成44家天津企业在承投资5.91亿元，带动
1.8万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协调组织贫困人
口技能培训263期、1.4万人次，帮助1.5万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

不问苦乐担使命 乐在一线战贫困

嘴上常说“先做承德人，再干承德事”，

心中常想“为什么来承德，来了承德干什
么，离开承德留什么”。杨春武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他通过天津食品集团实施的北方肉
羊基地项目，积极打造“围场肉羊”品牌，
通过“三级五统”“五个一批”的带贫模式，
带动近万户贫困群众受益。将“小站稻”
引种滦河两岸，推动当地逐步实现了从
“靠山吃山”到“产业致富”的华丽转变。
天津投资2.08亿元与承德共建的承德应
用技术职业学院是精准脱贫的金牌举措，
面对建设时的重重困难，他和大家一起通
过两个“百日会战”，确保了2019年正常
招生。针对承德市“水源涵养区”的功能
定位，杨春武积极推动小滦河国家湿地公
园项目建设，通过公益岗、土地流转、利益
联结等模式，累计带动3.7余万人增收。
当地群众骄傲地说：“挣钱就在家门口、打
工不用往外走。”

5年来，杨春武带领工作队引导16.51
亿元天津财政资金在承实施414个帮扶项
目，涵盖扶贫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
域，惠及17.12万贫困群众。累计帮助499

所学校改善教学条件、提升教学水平。累计帮
助320所卫生院、卫生室改造和提升就医条件，
使承德市贫困群众就学、就医条件得到根本性
改善。

身先士卒战疫情“双战双赢”显身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身为
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他，在家属病重住院
情况下主动请战，正月初二就奔赴承德疫情防
控一线。深入乡村、集贸市场、超市、药店等一
线调研指导30余次，参加、召开防控会议50
余次，协调400多万元的防疫物资，解决承德
地区的燃眉之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常
态化以来，他多次深入冷链食品生产、运输、储
存、销售企业检查疫情防控措施，补短板、强弱
项。他带领援承工作队响应市委号召捐款捐
物13837元，协调天津有关方面为承德地区捐
款捐物1000余万元，统筹推进承德地区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真情播撒大爱，行动彰显大义”，杨春武

以行动践行初心使命，兑现了“小康路上不落
一人”的庄严承诺。

不忘一川滦河情 映照初心担使命
——记中共承德市委常委、副市长（挂职），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领队杨春武

本报讯（记者任宝顺）3月25日，由和
平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团区委、区妇联、区
总工会和区体育局共同举办的“健康中国
我行动”——和平区干部职工广播体操工
间操培训班在和平体育馆“开班”。

培训中，来自全区45个单位、160余
名“小教员”积极踊跃参加培训。女“小教
员”们束起长发，男“小教员”们一身运动装
扮，大家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张开双臂、

迈开双腿、舒展身姿。指导老师反复示范广
播体操工间操的各个动作，让“小教员”们掌
握动作要领。“小教员”们个个热情高涨，一边

耐心练习，一边在运动中领会工间操的益处
和魅力。

据了解，此次培训活动为期两天，共分

为培训、基层推广和选拔赛展示三个阶段进
行，区体育局聘请了专业老师，对“小教员”
进行集中培训，再由“小教员”负责组织本单
位干部职工的培训，旨在进一步推广和普及
广播体操、落实工间健身制度，持续推动和
平区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进一
步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不断增强全民健身意识，使工
间操成为干部职工常态化活动。

迈开双腿 舒展身姿
和平区举办干部职工广播体操工间操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张艳芬）“大家知道什么是无效婚姻吗？”“我
觉得近亲结婚、重婚都是无效婚姻”。3月25日，南营门街香榭
里社区结合“和平夜话”实践活动邀请和平区人民法院的工作
人员走进社区，共同开展了民法典宣讲活动。

和平区法院法官结合生动的典型案例，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围绕民法典婚姻家庭相关内容，为居民解读了关于婚姻、
家庭关系、离婚、收养等方面的新变化、新规定，帮助大家更好
地掌握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重点内容，让民法典走
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真正成为家家户户的“社会百科
全书”。

通过开展此次宣讲活动，香榭里社区营造了学习民法典的
氛围，社区居民纷纷表示，通过对民法典的学习，逐渐养成自觉
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习惯，学会运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南营门街香榭里社区

开展民法典
主题宣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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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翅 通讯员何月玲）为
迎接“清明”和“五一”假期的到来，和平区
文化和旅游局精心组织各景区景点及文博
展馆节日期间有序开放，最大限度满足不
同游客需求。

清明节期间五大道文化旅游区“第七届
五大道赏花节”如期而至，四月的大理道海
棠花盛开犹如花海一般，美不胜收；民园西
里“赶巷子市集”活动融合特色文创、咖啡美
食，为市民游客提供新颖的购物体验。值得
一提的是，“more天津2021第一届金街国
际潮流文化节”也将在假期启动，通过市集、

涂鸦、滑板、街舞、街头篮球等互动体验活动，打
造公益热点，展现景区品牌IP形象。

2021天津“和平之春”艺术节系列活动
精彩纷呈，使广大群众零距离感受高雅艺
术、创意文化的魅力。活动期间，天津交响
乐团在天津音乐厅推出系列“春之声”音乐
会，天津茱莉亚学院举办古典交响音乐会，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举办话剧演出，金街时装

模特秀用时尚元素展现都市繁华，五大道中
意创意中心推出青年艺术家作品展等，助力
和平区“五个高地”和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

民园广场“开心麻花”剧场系列喜剧《婿
事待发》届时将与观众见面。“和平相声俱乐
部”公益演出活动、书香满和平第四届“和平
杯”文化阅读之旅、中国传统文化书展等活动

也将自清明节陆续推出；和平图书馆、和平文
化宫等公共文化服务单位通过讲座、朗诵、读
书会等多种形式，开展各类全民阅读推广活
动，为市民及游客假期生活提供好去处。

和平区推出“清明”“五一”文旅活动大菜单

为认真落实全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部署精神、
市公安局“五个方面二十项措施”及和平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十项措施”要求，以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高效率开展公安
工作，服务保障辖区经济发展，五大道派出所纪检专员和干部
积极开展监督，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措施落实到位。 薛峙 摄

五大道派出所
发挥纪检督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