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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东丽区坚持生态优先，推进
绿色发展，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奠定
了良好基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文
旅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旅体活动日
渐丰富，文旅体事业蓬勃发展，居民幸福
指数不断提升。

投入资金支持，发展体育产
业和全民健身，打造健康东丽
“家门口就能锻炼身体，方便着呢！”

家住军粮城新市镇一期的张先生开心地
介绍说，“小区新增的健身器材太好了，
平时工作忙，锻炼的时间不多，现在利用
早上挤出来的时间就能在家门口做运动
了，省事多了。”除了张先生，还有不少居
民也在分享着一出门就能“动起来”的高
兴事儿。近年来，东丽区投入资金支持，
在全市率先实现体育设施“五个一”工程
目标，东丽区体育馆、体育场、游泳馆、全
民健身中心、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各场馆
累计年均服务50余万人次。目前，全区
共有健身公园和广场12个、全民健身站
点370个、群众体育组织23个、社区健身
园417个，人均体育健身面积2.64平方
米，“10分钟健身圈”已覆盖全区。

傍晚，东丽区四处可见健身者的身
影。广场上，大爷大妈兴致正浓地跳着
广场舞，健身队伍整齐划一，配合默契，
健身步道上人影如梭。近年来，东丽区
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
略，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全民健身
活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每年举办全民
健身大会武术、门球、健身操舞、花毽等
30余项传统赛事，得到了老百姓的点
赞。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进一步增加，每

年参与全民健身受益群众达20余万人
次，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5%以上。
“去年夏天，我们一家三口都参加

了东丽湖公益健步行活动，不仅锻炼了
身体，还参与了公益活动，感觉太有纪
念意义了，我为全家人能走完全程而感
到骄傲自豪。”家住东丽湖附近的居民
翟先生说。近年来，东丽区依托区内优
势资源，举办更具影响力、更高品质的
赛事，积极挖掘赛事的平台价值，持续
放大赛事综合效应，相继承办东亚运动
会、第十三届全运会、全国第十届残运
会、CBA等大型国际国内赛事活动，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为发展赋能。赛事充
分向外界展现了东丽优美的自然风光
和良好的人文环境，许多参赛者在朋友
圈、微博中晒成绩、晒美景、晒感受，进
一步促进了旅游与体育的深度融合。
而赛事中展现的挑战自我、坚韧不拔的
体育精神，也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城，影
响着身边的居民。

做强文化品牌，提升城市
精神内涵，打造书香东丽
“都是大师，课上老师讲了满满的干

货，讲座内容涵盖山水画、书法、摄影等
领域，受益太大了。”由东丽文化馆推出
的“大咖来袭”文化课堂名家公开课开课
后，因课程针对性强、含金量高，深受广
大居民喜爱。东丽区公共文化设施日益
完备，打造了具有东丽特色的文化品牌
活动，连续多年举办区文化艺术节、春节
系列文化活动。

东丽区非常重视群众文学创作，多
年来，共举办全国小说、散文、诗歌大赛
及大型文学活动100余次，出版个人作
品集112部，在国家级、省市级报刊发表
作品5000余篇，优秀作者们共获得省市

级以上奖项200余项。“东丽杯”全国群
众文学评奖活动作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已连续举
办29届，在全国群众文学领域已成为知
名公共文化品牌。

在东丽区，“流动服务车”成为方便
群众阅读的一个重要载体。在流动服务
车里，不仅有大量的优秀书籍，还经常聘
请有关专家学者与读者分享优秀读物，
让读者了解更丰富、更精彩的知识。东
丽区图书馆简化借书还书流程，便捷的
手续让晒书单成了东丽人的‘潮’事儿。
“阅东方”耀华滨海城市书房占地面积约
200平方米，配备图书3000册，面向社

会公众开放。书房可实现市图书馆、区
图书馆、城市书房三级通借通还，一处办
证、多处借阅。读者可凭身份证、市民
卡、市图书馆借阅证任一有效证件刷卡
进入，实现智能化管理，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丰富的精神食粮，积极推进
“书香东丽”建设。目前，东丽区已实现
街道文化中心和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全覆盖。

东丽区除了做大做强“东丽杯”、文化
艺术节、“文化双百”、“基层文化百团”工
程等特色文化品牌外，还注重引导文艺工
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发展一线，
创作出许多有筋骨、有温度、接地气、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不断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文旅体融合的旅游休闲东丽

文化是旅游之魂，旅游又是展示传
承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

东丽区提升完善东丽湖区域13公
里环湖骑行和健步步道，承办环东丽湖
自行车赛，通过媒体积极宣传，吸引骑
行、健步走爱好者，创新推出“东丽湖文
化旅游体育节”，举办汉服嘉年华、中国
家庭帆船赛、滑水赛、皮划艇环湖赛等赛
事活动，不断加大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力
度，打造“体育+生态+文化旅游”健身休
闲旅游目的地。其中，无瑕生态园、胡张
庄村葡萄种植园获批天津市A级乡村
旅游区（点）称号。如今，东丽区的骆驼
房子烧鸡、赤土扣肉、哪小吒文创产品已
成功入选首届“天津礼物”，成为独具东
丽特色的展示窗口。

目前，东丽区大力推进“体育+旅
游”建设，以品牌景区为核心，建设体育
旅游综合体，丰富体育旅游产品，打造
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指导东丽湖街
道创建市级全域旅游示范街。还将持

续打造2-3条特色旅游线路、2-3家天
津市乡村旅游、工业旅游、红色旅游区
（点），实现旅游业态不断丰富。以全民
健身与康养、文化、旅游等领域的融合
发展为亮点，拓展绿道徒步、障碍骑行、
水上项目等湖岸运动，提高专业俱乐部
和普通市民的参与度，力争形成2个以
上在全市范围有较大影响、深受群众欢
迎的大型群众性“品牌”赛事活动，努力
把东丽湖地区打造成有影响力的运动
休闲基地。

“十四五”：东丽优化资源配
置 全力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
“十四五”期间，东丽区将全力推进

文化旅游体育深度融合，优化文化旅游
体育资源配置，不断扩大优质文体产品
和服务供给，构建更高水平的公共文体
服务体系，促进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可持
续发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依托区属
文化场馆、街道文化中心、社区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搭建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活
动平台，促进文化惠民工程与群众文化
需求有效对接；提升文艺作品创作质量，
丰富文艺作品创作种类，着力打造文艺
创作精品。探索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
共文化服务新途径；推动公共文化数字
化建设，探索集数字文化馆、数字图书
馆、数字博物馆、数字美术馆于一体的数
字化便民服务新模式；充分发挥文化馆
分馆、“阅东方”城市书房、图书馆流动服
务车服务效能，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文化
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建设，提升公共文
化服务水平；加大基层健身场地设施建
设力度，扩大基层组织覆盖面，鼓励社会
力量参与公共体育场馆运营，提高运营
效率，为人民群众提供简便、快捷、高质
量的健身服务。

打造健康东丽、书香东丽、休闲旅游东丽

东丽区百姓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张轶娜 靳雅菲 /文 翟鑫彬/摄影

企业的不动产权利能够受到及
时、全面的登记保护，是它在区域中发
展立足的底气和资本。为全方位提升
登记服务质量，市规划资源局东丽分
局从压缩登记时限、延长服务时间、提
供全流程登记服务三个方面切入，提
出如下三项服务举措：

1.压缩登记时限，提升登记“加速
度”。一是针对企业间的不动产转移
登记申请，取消登记时限限制、突破登
记流程约束，全面实现一窗受理、即时
办结、立等领证，有效保障企业间不动
产交易、登记安全。二是针对持续增
长的线上抵押业务，通过优化登记审
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通过加速推进
“不动产登记一网通”的运行，对于企
业除在建工程抵押以外的其他线上抵
押登记申请，保证做到“提交即办理”，
缓解企业融资困难问题。

2.延长服务时间，线下登记服务
“24小时不打烊”。针对涉及企业重
大融资发展需求的线下抵押登记业

务、区重点引进项目的各项不动产登
记业务，不再受窗口受理工作时间限
制。经由企业提出绿色通道登记申
请，通过配置业务骨干分组服务，灵活
调整办公时间，做到不受理完不打烊，
保障全天候、全时段在岗服务企业，让
企业切实感受到“获得感”。

3.全流程针对性服务，全面提升
服务质量。一是设置服务企业专项窗
口，提升服务企业“精准度”，对企业登
记申请提前介入、超前服务，通过有针
对性的“一次性告知”要件，预先帮助
企业梳理进件材料，避免因要件不齐
影响后期受理，力争做到让企业“最多
跑一次”。二是实行登记项目“首问负
责制”，从企业提出登记咨询开始，安
排专人全流程对接，负责跟进企业登
记政策解答、登记要件梳理、登记流程
跟踪、登记结果与档案查询。三是拓
展服务渠道，大力宣传推广“津心登”
APP，持续推进不动产登记网上办理，
加强不动产登记网上查询服务。

市规划资源局东丽分局

提升登记服务质量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国家卫健委发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其中明确：
在疑似病例诊断中，近期接种过新冠病
毒疫苗者的相关抗体检测结果不作为
参考指标；在确诊病例诊断中，抗体诊
断仅适用于“未接种新冠疫苗者”。

此次修订明确提出新冠肺炎的诊
断原则，即：根据流行病学史、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等进行综合分析，作出
诊断。

诊疗方案进一步强调了预防接种
对疾病防控的重要性，指出“接种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降低发病率和重症率的有效手段，
符合接种条件者均可接种”。以下是接
种新冠疫苗的42种情况：

1、既往接种疫苗出现严重过敏反
应者（如急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
肿、呼吸困难等）不能接种。

2、对疫苗成分及辅料过敏者不能
接种，灭活新冠疫苗辅料主要包括：磷
酸氢二钠、氯化钠、磷酸二氢钠、氢氧
化铝。

3、对尘螨、食物（鸡蛋、花生、海鲜、
芒果）、花粉、酒精、青霉素、头孢或者其
他药物过敏，可以接种。

4、任何原因（感冒、伤口感染、局部
炎症）引起的发热（腋下体温≥37.3℃），
暂缓接种。

5、痛风发作、重感冒、心梗、脑梗等
疾病急性发作期，暂缓接种。

6、心脏病、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
硬化等疾病，不是急性发作期，可以
接种。

7、健康状况稳定，药物控制良好的

慢性病人群不作为新冠疫苗接种禁忌
人群，建议接种。

8、慢性疾病的急性发作期，或未控
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不能接种。

9、高血压药物控制稳定，血压低于
160/100mmHg，可以接种。

10、糖尿病药物控制稳定，空腹血
糖≤13.9mmol/L，可以接种。

11、甲减患者服用稳定剂量左甲状
腺素（优甲乐），甲功正常，可以接种。

12、慢性湿疹没有明显发作，可以
接种。

13、慢性荨麻疹当前症状不明显，
可以接种。

14、慢性鼻炎症状不明显，可以
接种。

15、慢性肝炎不用吃药治疗，肝功
正常，可以接种。

16、肺结核不是活动期，可以接种。
17、银屑病非脓疱型等急性类型，

可以接种。
18、慢阻肺非急性发作期，无明显

咳喘，可以接种。
19、强直性脊柱炎无急性疼痛表

现，可以接种。
20、抑郁症药物控制良好，生活工

作如常，可以接种。
21、用于治疗糖尿病的各种药物

（包括注射胰岛素），均不作为疫苗接种
的禁忌。

22、恶性肿瘤患者手术前后，正在
进行化疗、放疗期间，暂缓接种。

23、免疫系统疾病（系统性红斑狼
疮、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干燥
综合征等等）总体原则是谨慎接种，一

般来说，在病情稳定时可以接种新冠
灭活疫苗和重组亚单位疫苗。

24、恶性肿瘤术后超过三年，不再
进行放化疗；肾病综合征；肾移植后吃
免疫抑制药物；艾滋病患者、HIV感染
者，建议接种灭活疫苗和重组亚单位
疫苗。

25、患有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
重神经系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
格林巴利综合症、脱髓鞘疾病等）暂缓
接种。

26、月经期、备孕期、哺乳期可以接
种，并且继续哺乳。

27、妊娠期不能接种。
28、接种后发现怀孕不需要终止妊

娠，建议做好孕期检查和随访。
29、男性不存在因备孕不能接种新

冠疫苗的问题。
30、新冠疫苗不推荐与其他疫苗同

时接种。其他疫苗与新冠疫苗的接种
间隔应大于 14天。

31、任何情况下，当因动物致伤、外
伤等原因需接种狂犬病疫苗、破伤风疫
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破伤风免疫球
蛋白时，不考虑间隔，优先接种上述疫
苗和免疫球蛋白。

32、如果先接种了狂犬疫苗、破伤
风疫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破伤风免
疫球蛋白等，需先完成上述疫苗最后

一针接种，间隔 14天后可以接种新
冠疫苗。

33、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者应至少间
隔1个月以上接种本疫苗，以免影响免
疫效果。

34、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患
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在充分告知基础
上，可在6个月后接种1剂新冠疫苗。

35、在疫苗接种前无需开展新冠病
毒核酸及抗体检测。

36、接种后也不建议常规检测抗体
作为免疫成功与否的依据。

37、现阶段建议用同一个疫苗产品
完成接种。

38、如遇本市疫苗无法继续供应、
或者异地接种等特殊情况，无法用同
一个疫苗产品完成接种时，可采用相同
种类的其他生产企业的疫苗产品完成
接种（比如中生北京所、中生武汉所、科
兴中维替换）。

39、灭活疫苗需要接种2剂，未按程
序完成者，建议尽早补种。免疫程序无
需重新开始，补种完成2剂即可。

40、灭活疫苗在14-21天完成2剂
接种的，无需补种。

41、现阶段暂不推荐加强免疫。灭
活疫苗按照程序完成两针，不再加强。

42、其他情况请垂询接种点医生。
(区疾控中心供稿)

东丽湖水上项目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水上运动的魅力

健步行

广场舞

�东丽区武术协会举办武
术展示大会，以武会友，切磋技
艺，弘扬传统文化。

�海棠大道吸引市民赏
花观景

▲胡张庄的葡萄吸引游
客采摘

�汉服嘉年华活动在东丽
湖自然艺苑区景区举行

东丽区文化馆举办京韵大鼓名家讲堂

“阅东方”耀华滨海城市书房

接种新冠疫苗的42种情况

疫情防控专栏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