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1、排名按照各街道综合指数和综合指数改善率各占50%权重统计；2、综合指数越小，表明
空气质量越好；3、综合指数改善率负数表示同比改善，正数表示同比恶化；4、红色标识表示改善
率不降反升；5、浓度单位均为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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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人社局创新形式举行专场招聘会

直播带岗 职等你来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清明节之
际，“致敬先烈”南开区2021年清明祭
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在天津战役烈
士纪念碑前举行。南开区“天津好人”
荣誉称号获得者、道德模范代表及来自
南开区宜宾里小学、南开艺术小学的师
生代表参加活动。

活动中，大家集体默哀悼念革命先
烈，向天津战役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
并参观了“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
因”主题展。少年队员们担任“小小讲
解员”，就主题展具体内容进行了讲解。

参加活动的南开区“天津好人”
荣誉称号获得者、道德模范代表们
纷纷表示，“致敬先烈”南开区 2021
年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
举行，是一次生动的党史教育。大
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后，要传承
“红色基因”。少先队员们纷纷表
示，要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刻苦学习、奋发向上，要继承革命先
辈的遗志奋勇前进，早日成长为栋
梁之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南开区清明祭英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举行

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王瑾）日前，南开区人社局联合区融
媒体中心以“直播带岗、职等你来”
为主题，与我市 7家优质企业携手走
进直播间，结合线上线下招聘会为
2021 年的高校毕业生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招聘活动。本次线上招聘
会解决就业岗位 100余个，初步达成
意向 20 个；线下参会企业 41 家，解
决就业岗位 800余个，初步达成意向
152个。

南开区在广泛搜集全区企业用工

信息，深入挖掘企业就业岗位的基础
上，本着对高校毕业生高度负责的态
度，对招聘企业坚持好中选优，严格把
关发布岗位，最终将7家诚信规范、待
遇优厚的企业带到直播间。

直播中，区人社局负责同志介绍
了南开区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情
况和本场直播目的；企业代表针对求
职人员提出的问题进行详细解答；中
国北方人才市场相关负责同志根据
当下大学生在择业、就业过程中存在
的误区，如何理性面对就业等问题进

行讲解，帮助学生进行精准自身定
位，认清就业环境，树立明确的价值
目标。

近年来，区人社局牢牢把握“就业
是民生之本”的工作主线，将高校毕业
生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落
实政策拓宽渠道、引导扶持创业创新、
强化精准招聘服务、跟进实名服务、拓
展就业见习，做好困难帮扶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不仅确保了高校毕业生就业
局势总体稳定，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
秀高校毕业生来南开区工作。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为充分发
挥“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南
开分中心作用，帮助少先队员树立
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意识，拓展
校外实践活动，营造全社会关心关
爱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日
前，共青团南开区委、区人民检察
院、区教育局联合开展“我与法律共
成长”主题爱心体验营暨第一期“检

察官小助理”聘任仪式。
活动中，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对

“检察官小助理”进行了任职培训和法
治教育，详细讲解了人民检察院的职
能、“检察官小助理”的责任和使命等，
并为10名“检察官小助理”颁发聘书。
随后，“检察官小助理”分别录制普法宣
传小诗歌和党史故事，录制的作品将陆
续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展播。

南开区举办主题爱心体验营活动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百日行动
本报讯 (记者 李铁军）为全面提

升城市环境管理服务水平，加快融入
天津新发展格局，从即日起，南开区利
用 100天的时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以干净、整
洁、靓丽、大气的城市环境，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期间，一是全
面提升环境卫生水平。开展社区、单
位及重点地区环境卫生清整，清除各
类垃圾杂物和卫生死角；加强生活垃
圾治理，引导市民分类投放，持续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强化道路及环卫设
施清扫保洁，加大对主次干道、重点
区域的清扫清洗保洁频次；开展机动
车辆脏污治理，教育引导广大市民自

觉保持车体干净清洁，保证社会车辆
的车体整洁。二是大力开展环境秩
序治理。清理楼间甬道、楼门前、楼
道内堆物堆料及占据停车位各类杂
物，确保社区环境整治有序；抓好占
路经营治理，依法依规取缔违法占路
经营行为，依法治理流动摊贩。加大
道路沿线及菜市场、夜市、商业街等
周边沿街门店的治理力度，依法治理
里空外卖、乱堆乱放等违法行为；开
展共享单车超规模无序投放治理，开
展违法停车治理，严查三轮车违法上
路、违法载客，规范机动车停车秩
序。三是全面实施城市设施维护。
对“城市家具”进行清整清洗，对破损
锈蚀的进行更新或油饰，落实城市雕

塑等设施清整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共
同维护交通设施，确保重点道路、重
点区域交通标线清晰有效；对区属道
路桥梁、人行天桥及附属设施进行检
修、清洗、油饰，确保桥梁设施良好；
开展窨井盖设施普査治理，推动窨井
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保障人民群
众“脚下安全”。四是全面推进市容
市貌提升。加强沿街建筑立面外檐
安全隐患排查，清除各类安全隐患；
依法依规对全区范围内居民楼、未配
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
综合楼内与居民层相邻的商业楼层
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
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问题进行治理；
规范沿街建筑围挡，按照行政许可设

置规范标准等要求，及时更新公益广
告画面内容；对未经行政许可擅自设
置的各类户外广告设施进行治理，巩
固户外广告治理成果。五是大力营
造节日浓厚氛围。在对主次干道、重
点区域以及公园广场等绿地加大养
护力度的同时，按照相关部署，在主
要节点、道路设置花卉绿植景点；以
国旗、道旗、灯光装饰、LED灯饰、实
体景观造型、灯光秀等元素来烘托节
日气氛；依托海河沿线、重点道路、奥
体中心等现有夜景灯光体系，进行装
扮装点；全力做好迎接建党 100周年
夜景灯光联动画面的更新工作，形成
节点组团、点线相连、喜庆祥和的节
日氛围。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为缅怀革
命先烈，深化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全区广大团员青
年爱国热情和干事创业动力，日前，
共青团南开区委开展“弘扬英烈精
神·奋进新时代”——“我们的节日·
清明”暨“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
团（队）日活动。近百名团员青年、少
先队员代表参加。

伴随着庄严的国歌声，活动正式开

始。消防员缓步走向天津战役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圈，全场肃立默哀。全体
团员青年代表重温入团誓词，少先队员
重温入队誓词，熟悉又庄严的誓词提醒
大家不忘革命先烈，牢记初心使命。团
区委主要负责同志为团员青年、少先队
员现场进行“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
题微团课宣讲，号召大家传承先烈精
神，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谱写壮丽青
春，争做时代标兵。

南开区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队）日活动

弘扬英烈精神 奋进新时代建立免疫屏障
一起“苗苗苗”

为保障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顺利进
行，南开区开设了5个大型临时集中接
种点。各接种点位按照相关要求，医护
人员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放弃休假，稳步
推进接种工作。图①市民在盛博名轩
临时接种点内接种疫苗；图②区卫生计
生综合监督所工作人员对雅阳家园临
时接种点接种情况进行监督；图③南大
附中临时接种点接种现场。

记者 王英浩 摄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李
璋嵩）日前，记者从区医保局获悉，南
开区 2021 年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
基金专项治理行动启动。

专项治理行动期间，组织全区定
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适时开展
复查、抽查，依法依规从严处理各类
欺诈骗保行为，医保部门坚持对辖区
内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持
续巩固监管高压态势。推进检查规
范化、制度化，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根据市
医保局相关工作要求，统筹组织全区
打击欺诈骗保工作，成立由区医保
局、公安南开分局、区卫健委、区市场
监管局、医保南开分中心等单位和部
门组成的联合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协
同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始终保持严
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同时，以深入开
展“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基金安全”集
中宣传月活动为契机，积极营造全社
会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对违法违规
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持续抓、统筹抓、不松劲，始终高悬监
督执法利剑，坚决打好“歼灭战”，切
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保命钱”。

南开区启动专项治理行动

打击欺诈骗保
维护基金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彧 杨军）针对清明假期市民出行、
道路通行压力较大的特点，南开交警
支队全员上路、多措并举，为群众假
期出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道路
交通环境。

针对群众出行祭扫、踏青、游园
活动集中的特点，南开交警支队持续
加强指挥调度，强化区域协作，紧盯
通往陵园墓区、旅游景区主要道路，
及时根据道路交通流量变化调整警

力部署和管控重点，积极做好重点地
区和返程高峰的各项交通安保工作。

与此同时，按照全市统一部署，
突出执法重点，紧盯本地道路交通管
理的重点地区、重点路段、重点车辆、
重点违法行为，深入开展酒驾、超员、
违法载人及危化品运输车辆等专项
治理、拼车包车超员载客违法行为专
项治理、货车超载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等统一行动，坚决防范重特大道路交
通事故，确保假期群众出行平安。

南开交警支队清明小长假期间多措并举

保障群众出行平安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王
文倩）日前，南开区科协与水上公园街联
合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科普宣传活动。此
次活动是区科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结
合自身工作职责举办的“学党史、我为群
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之一。

活动中，区科协工作人员发放《号
召南开区科技工作者免费接种新冠
疫苗的倡议书》，科技志愿者为社区
居民宣传新冠疫苗接种科普知识，社
区工作者向居民详细介绍疫苗接种
的登记流程。此外，区科协工作者宣
传“科普中国”APP，发放《科学生活
指导手册》，并采用有奖问答形式在
社区居民中形成相信科学、崇尚科
学，积极主动参加疫苗接种，保护好
自己、保护好他人的浓厚氛围。此
外，为深入践行“扎根网格、血脉相
融”实践活动，区科协工作人员还来
到出行不便的社区孤老户、残疾人家
中，将新冠疫苗接种科普宣传品送到
居民手中，宣传新冠肺炎日常防护措
施，受到群众欢迎。

南开区科协走进社区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进行科普宣传

本报讯（记者 贾祯）为不断加强全
区工会干部能力素质建设，全面提升履
职服务水平，日前，南开区总工会举办为
期2天的专题培训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区委常委、
区总工会主席敖立功出席并作动员
讲话。

敖立功强调，全区工会干部要加强
理论武装，始终把牢工会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
治任务，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不
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要围绕中心工作，重事功练事

功善事功，营造激情干事的浓厚氛围，
动员广大职工为实现“十四五”规划建
功立业。

本次培训邀请天津市工会管理干
部学院和天津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多名教师分别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市委十一届九次、
十次全会精神等主题进行全面细致讲
解，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实践的深度，
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区总工会全体干部，全区各单位工
会主席、工会干部，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150余人参加。

南开区总工会举办专题培训班

提升履职服务水平

右图：日前，2021年南开区中小学劳动技能大赛在中营小学拉开帷幕，来自
全区各中小学的学生们分别参加了包饺子、包书皮、包粽子、缝纽扣、洗手绢、擦玻
璃、冷菜拼盘等多项劳动技能的比赛，进一步提升了动手能力，培养热爱劳动的良
好品格。 记者 王英浩 摄

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多措并举

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自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党委以“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为主线，通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保持为民服务的
政治本色，始终把为退役军人办实事解
难题贯穿始终。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
作用，在教育引导广大退役军人退
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同时，依托
区、街、社区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体系，组织广大退役军人开展系列
活动，不断激发退役军人保持优良

传统、建功新时代的热情和动力。
在此基础上，组织退役士兵就业创
业培训、详解讲解相关政策，向广大
退役军人精准推送招聘企业和就业
信息，帮助更多退役军人就业，不断
提高退役军人荣誉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翟
琛圳）日前，南开区人民法院联合万兴
街金融街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结
合工作实际案例为居民进行民法典宣
传。随后，通过现场答疑的方式，向社

区居民普及了民法、宪法以及未成年
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知识，为群众提
供法律服务。通过此次主题党日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干警们爱岗敬业、服
务群众的意识，弘扬了“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展现了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道德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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