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部门

滨海新区

和平区

河东区

河西区

河北区

南开区

红桥区

东丽区

来信地址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1060号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邮编：300456
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75号区政府信访办
邮编：300041
天津市河东区泰昌路8号区纪委监委
邮编：300161
天津市河西区绍兴道4号区政府信访办
邮编：300202
天津市河北区爱贤道295号区纪委监委
邮编：300402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华安北里2号楼区政府信访办
邮编：300110
天津市红桥区勤俭道201号区委专项办
邮编：300131
天津市东丽区先锋东路13号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邮编：300300

监督（受理举报）电话

022-12388

022-23196563

022-24217409

022-23278709

022-12388

022-27585252

022-86516345

022-12388

邮箱、网址、微信公众账号
网址：https://tianjin.12388.gov.cn/binhaixinqu/
微信公众号：滨海清风

邮箱：hpqxfb02@tj.gov.cn

邮箱：hdqjwjwdfs@tj.gov.cn

邮箱：hxqxfbxfk@tj.gov.cn

网址：http://tianjin.12388.gov.cn/hebeiqu

邮箱：nkqxfb_xfk@tj.gov.cn

网址：http://tianjin.12388.gov.cn/hongqiaoqu/
微信公众号：新风红桥

12388举报网站 微信号公众号：清风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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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部门

西青区

津南区

北辰区

武清区

宝坻区

静海区

宁河区

蓟州区

来信地址
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镇府前街2号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邮编：300380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镇津港公路与天嘉湖大道交口区
政府信访办 邮编：300356
天津市北辰区延吉道117号区纪委监委
邮编：300400
天津市武清区雍阳西道118号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邮编：301700
天津市宝坻区望月路金梧桐小区西侧区纪委监委信访室
邮编：301800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迎宾大道99号信访接待中心
邮编：301699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街沿河路1号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中心 邮编：301500
天津市蓟州区兴华大街18号区纪委监委
邮编：301900

监督（受理举报）电话

022-12388

022-28391724

022-86941919

022-12388

022-12388

022-68615005

022-69115361

022-12388

邮箱、网址、微信公众账号

网址：https://tianjin.12388.gov.cn/xiqingqu

津南政务网“网上信访”

邮箱:BCGzhXB@126.com

网址：https://tianjin.12388.gov.cn/wqqingqu/

网址：http://tianjin.12388.gov.cn/
微信公众号：清廉宝坻
邮箱：jhxzfxfb@163.com
微信公众号：静海区信访办
网址：http://tianjin.12388.gov.cn/ninghequ/
宁河清风微信公众号
网址：http://tianjin.12388.gov.cn/jizhouqu/
微信公众号：廉洁蓟州

■各区受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举报方式■

根据全市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持续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专项行动（2021—2023年）统一安排，现将全市各区各部门受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举报方式公布如下：

全市各区各部门受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举报方式

■各市级部门受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举报方式■

受理举报期限为即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期限内主要受理反映党员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担当不作为问题的信访
举报，举报对象不明确、事实不清及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有关部门处理。举报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如
实反映问题，对利用举报捏造事实、诬告陷害的，将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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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市政协机关

市委统战部

市委政法委

市委网络安全和信
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市委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
市委台湾工作

办公室

市级机关工委

市委老干部局

市委党校

市档案馆

市总工会

共青团天津市
委员会

市妇女联合会

市残疾人联合会

市红十字会

市工商业联合会

市科学技术协会

市高级人民法院
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
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

市海事法院

市高级人民检察院

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

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

市教育委员会

市科学技术局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民族和宗教事务
委员会

来信地址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天津市委组
织部举报中心 邮编：300046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3号楼3205室
邮编：300046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201号
邮编：300042
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209号
邮编：300040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市委统战部
邮编：300046
天津市和平区常德道119号
邮编：300050
天津市梅江道20号
邮编：300221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市委编办
邮编：300061
天津市和平区安徽路6号
邮编：300040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14号
邮编：300042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14号市委老干部
局机关纪委 邮编：300042
天津市南开区育梁道4号 邮编：300191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11号增1号
邮编：300191
天津市河东区光华路4号市总工会机关
纪委 邮编：300170
天津市河西区乐园道9号
邮编：300201
天津市和平区湖北路14号
邮编：300040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66号天津市残
疾人联合会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
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邮编:300381
天津市和平区陕西路16号
邮编：300020
天津市和平区花园路9号 邮编：300041
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287号市科协办公室
邮编:300041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2号 邮编：300102
天津市南开区南马路188号
邮编：300090
天津市河西区新围堤道6号监察室
邮编：300210
天津市空港经济区含章路16号
邮编：300308
天津市开发区第二大街75号
邮编：300457
天津市河西区南兴道368号天津市人民
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
邮编：300222

天津市西青区中北镇新科道2号
邮编：300393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52号
邮编：300074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57号天津市发
改委 邮编：300040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北道50号市委教育
工委市教委信访办 邮编：300074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116号
邮编：300051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5号天津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907室 邮编：300201
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77号
邮编：300050

监督（受理举报）电话

022-12380

022-83608561

022-83606402

022-23399930

022-83608207

022-83608621

022-88355377

022-83606287

022-83609840

022-83606291

022-83608457

022-60919361

022-23678932

022-84236170

022-28231018

022-83607051

022-23926594

022-27212205

022-27125110

022-27124423

022-27508606

022-27273705

022-28021969

022-84969272

022-62051102

022-12309

022-960111

022-23082445

022-23142553

022-83215060

022-58832999

022-23306199

022-23190455

邮箱、网址、微信公众账号
微信公众平台：tj12380
举报短信：15002212380

邮箱：swxcbdjc@tj.gov.cn

————

————

————

网址：www.tjjw.gov.cn

邮箱：tjwxbjgdw@tj.gov.cn

邮箱：swbbjgdw@tj.gov.cn

邮箱：swtbzgc@tj.gov.cn

邮箱：tjgwjgw@163.com网址：www.tjjgdjw.gov.cn
微信公众号：tjjgdj天津机关党建

————

————

邮箱：tjsdagbgs@tj.gov.cn

邮箱：zghjgjj@tj.gov.cn

邮箱：tswjgdw@tj.gov.cn

邮箱：sfljgdw@tj.gov.cn网址：www.tjwomen.org.cn
微信公众号：天津妇联

邮箱：renxiaolong@tj.gov.cn

邮箱：shszhbgs@gov.cn 网址：http：//www.tjredcross.org/
微信公众号：天津市红十字会
邮箱：bgs03@tj.gov.cn 微信公众号：天津市工商联

邮箱：skxjgdwb@tj.gov.cn

网址：http://jubao.gov.cn
网址：tj1zy.chinacourt.gov.cn
微信公众号：tjdyzy（天津一中院）

————

天津市第A01104信箱

院长信箱：hsfyyjs@tj.gov.cn 外网网址：http：//tjhsfy.chi-
nacourt.gov.cn 微信公众账号：天津海法

网址：www.12309.gov.cn网上信访大厅

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警民互动—我要信访栏目(https://
ms.ga.tj.gov.cn/site/interaction/default.aspx?menuid=
4020)

————

————

网址：http://jy.tj.gov.cn/

网上受理——市科技局门户网站“政民零距离”

邮箱：sgxjjgjw@tj.gov.cn

邮箱：Smzzjwjgdwbgs@tj.gov.cn
网址：http://mzzj.tj.gov.cn/ 微信公众号：天津民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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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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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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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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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8

59

60

61

62

部门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
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交通运输委员会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市应急管理局

市审计局

市外事办公室
市市场监督管理

委员会
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市体育局

市统计局

市医疗保障局

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市政府研究室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市合作交流办公室

市政务服务办公室

市委讲担当促作为抓落实、持续深入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不担当不作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来信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南路苍穹道1号市民
政局机关802室 邮编：300381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4号
邮编：300042
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18号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 邮编：300040
天津市和平区曲阜道84号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邮编：300042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17号
邮编：300191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211号城建大厦
邮编：300204
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10号市城市管
理委机关纪委 邮编：300381
天津市河东区卫国道169号
邮编：300250
天津市河西区围堤道210号
邮编：300074
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177号
邮编：300061
天津市和平区大沽北路158号
邮编：300040
天津市河西区梅江道20号市文化和旅
游局办公室 邮编：300221
天津市和平区贵州路94号
邮编：300070
天津市南开区育梁道5号市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 邮编：300191
天津市河西区怒江道58号创智西园2
号楼913室市应急管理局机关纪委
邮编：300220
天津市河西区琼州道97号市审计局办
公室 邮编：300200
天津市和平区保定道9号 邮编：300040
天津市贵州路98号信访办公室
邮编：300070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10号
邮编：300074
天津市体育局成都道118号
邮编：300051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244号天津市统计
局机关纪委 邮编：300020
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81号
邮编：300110
天津市和平区营口道19号天津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邮编：300040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
邮编:300046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30号市人民政府
研究室综合处 邮编：300046
天津市东丽区昆带山路3号
邮编：300162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增9号环渤海发展
中心大厦A座1218室 邮编：300061
天津市河东区红星路79号市政务服务
办310室 邮编：300161

监督（受理举报）电话

022-23412005

022-23203105
022-23205723

022-27121532

022-23540811

022-87671515

022-28468899

022-23416809

022-24539326

022-23333605

022-88290673

022-58665893

022-88380065

022-23337660

022-82818181

022-28051758

022-23258100

022-58368681

022-23520791

022-83603267

022-23314221

022-27231955

022-83572211

022-58980006

022-83608976

022-83606527

022-23306307

022-28138606

022-24538263

天津市第A01420邮政专用信箱

邮箱、网址、微信公众账号
邮 箱 ：bzwzl0802@163.com 网 址 ：http://mz.tj.gov.cn/
ZMHD9188/XSZYGLZYBZWBDDWTJB6078/202008/
t20200818_3488755.html；
邮箱:sczjdjgzc@tj.gov.cn 网址:https://tianjin.12388.gov.
cn/pzjg/sczj/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政民互动-网上信箱-信
访投诉信箱

————

邮箱：jiguandangwei＠tj.gov.cn

邮箱：bzwzxzl@126.com

————

网址：http://www.tjjt.gov.cn 北方网“政民零距离”微信公
众号：“天津交通运输”

邮箱：swjbgs@tj.gov.cn

————

邮箱：sswjbmzx@tj.gov.cn
网址：http://shangwuju.tj.gov.cn

网址：http://whly.tj.gov.cn/

————

————

网址：tianjin.12388.gov.cn

邮箱：ssjjjjjb@tj.gov.cn 网址：http：//sj.tj.gov.cn
微信公众号：TianjinAuditBureau
邮箱：swbjgdw@tj.gov.cn

邮箱：scjg12315@tj.gov.cn

邮箱：sgzwxfc@tj.gov.cn
网址：sasac.tj.gov.cn
邮箱：styjbgs@tj.gov.cn 网址：http://spoyt.gov.cn
微信公众号：tjstyj
邮箱：stjjjjjd@tj.gov.cn 网址：http://stats.tj.gov.cn
微信公众号：天津统计

网址：http://ylbz.tj.gov.cn/YBJSY/zmljl/

网址：xf.tj.gov.cn

邮箱：jgswbgs@tj.gov.cn

邮箱：szfyjsjgdw@tj.gov.cn

邮箱：gyjgjw@tj.gov.cn

邮箱：zxxdldxzbgs@tj.gov.cn

————

东方机遇 共创未来
——写在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幕前夕

“久久不见久久见”。又见海南，又一中国主场的国际经
贸盛会。5月7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将在
海南海口盛装绽放，迎八方宾朋，览全球万物。

从广交会到服贸会，从进博会到消博会，中国开放的大
门越开越大，彰显与各方共享机遇的格局和胸怀。从“汇全
球”“买全球”，到足不出户“逛全球”“卖全球”，向更美好生
活出发，南海之滨奏响开放合作的乐章，中国与世界携手共
创新未来，也为疫情背景下复苏任务十分艰巨的世界经济
注入新动力。

扩大开放 搭建联通“双循环”的桥梁
5月的椰岛，碧海蓝天。刚刚经历“五一”的热闹人潮，又

将迎来一场经贸盛会——海口，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大型手
表计时器上的倒计时数字提醒着人们：首届消博会即将启幕。

这场亚太地区最大的消费精品盛宴，吸引了来自69个国
家和地区、国内外共超2500个品牌。会展中心内，椰风海韵
的海南元素与国际尖货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全球疫情仍在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场全球性盛会
缘何此时举办？为何落子海南？

这是中国一如既往扩大开放的庄重承诺——
2018年4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3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党中央决定支持海
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
和制度体系。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明确了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定
位，提出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办好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
及首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被分别写入“十四
五”规划纲要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开放的中国，一诺千金。从服贸会扩大服务业开放，到进
博会扩大进口，再到加快建设海南自贸港、举办消博会搭建全
球消费精品展示平台，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开放的大门
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更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18k黄金纯手工制作，重达10公斤，镶嵌着莫桑比克红

宝石和赞比亚祖母绿……由英国知名百货公司哈罗德定制的名
为“盛世百年”的彩蛋，将在消博会上首发展出。把最好的产品
带到海南来——这几乎是所有参展企业的想法，也凸显出中国
消费升级的势头和潜力。

“消博会可实现全球买家、卖家的直接交易，引进国外优质
消费品，弥补国内高端供给不足，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载体；联
通两个市场，推动商品、服务和要素顺畅流动，也是促进双循环
的载体。”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这样阐释。

共享机遇 夯实深耕中国市场根基
消博会有多火？全球展商云集：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

650多家企业参展，国外参展品牌超1300个，国内品牌超1200
个，从服饰箱包到美妆精品，从珠宝钻石到游艇汽车，将有上百
款消费精品首发首秀。消费者热情高涨：就在“五一”假期期间，
消博会社会公众开放日初定5万张门票分三批迅速售罄。预计
展会期间各类观众将超20万人次。

消博会何以有如此大吸引力？“消博会的号召力展现了海南
自贸港开放政策落地、营商环境优化的成效。依托消博会开发
海南旅游零售市场，将进一步释放中国消费潜力。”欧莱雅集团
已连续三年参展进博会，该集团北亚区总裁兼中国首席执行官
费博瑞如是回答。但消博会更深层的魅力，来自海南自贸港一
系列政策红利的支撑。海南自贸港已落地实施59个国家入境
免签、离岛免税、进口免税清单等政策。不少参展商表示，海南
自贸港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为海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良
好渠道。

众商云集的背后，更是参与和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热烈
期盼。

去年以来，海南自贸港改革开放步伐蹄疾步稳：“一负三正”
零关税清单中的原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生产设备三张清单出
台实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迅速落地；为海南

“量身打造”的22条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正式发布……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顺应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
椰岛之南，东风浩荡。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宛若一只振翅欲飞的海鸥，迎接八方宾

客，演绎中国与世界的精彩故事，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据新华社海口5月5日电

和平教育云 智慧教育不止于有趣

（上接第1版）
据悉，本届消博会规划面积8万平方米，分为时尚生活、

珠宝钻石、旅居生活、高端食品保健品、综合服务以及各省市自
治区几大展区，汇聚超1300个品牌。其中，天津展团将集聚天
津“名、特、优”消费精品，为观众带来多个知名品牌，借助消博
会的平台进一步提升国际认知度。与此同时，我市还组织了约
30家企业作为采购商参加消博会，涵盖多个行业领域。

19家天津企业参展

（上接第1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天津将充分利用新动能引育专项支持

政策，支持金耀药业、大冢制药、葛兰素史克等骨干企业，天津国
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天津药物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开展抗肿
瘤及中枢神经系统、心脑血管和抗菌等化学药领域新药研发；支
持天士力、中新药业、红日药业等骨干企业以及现代中药创新中
心等机构，开发滴丸、软胶囊、中药注射剂等新剂型，支持康希
诺、杰科等新兴企业以及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等科研院
所，开展生物药品、疫苗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

将依托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现代中药创新中心
等科研平台和中新药业、盛实百草等龙头企业，在滨海高新区打
造国家生物医药国际创新园；依托天士力和北辰产城融合示范
区，在北辰区打造北辰京津医药谷；依托中科院医工所天津研究

院，以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和先进医疗设备产业化为核心，在东丽
区打造国际医疗器械产业园；依托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国家血液病医学中心和再生医学协同创新中心，在静海区
打造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

“我们将推动实施金耀药业软吸雾剂、药明康德北方基地二
期、中新药业滴丸智能制造基地、京津冀天津中医药产业基地、
津村盛实制药高品质中药经典名方制剂生产基地等一批重大项
目，加快建设细胞工程创新中心、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二期
等重大平台，积极创建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临床医学中心、
中医药智能关键技术装备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加大原创
药开发力度。到2023年，形成年销售额超100亿元企业2家，年
销售额超50亿元企业3家，显著提升核心技术、市场份额和服务
能力。”市工信局研究室相关负责人称。

科技创新引领 生物医药产业步入快车道

（上接第1版）

“雷达图”上的精准分析
“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和平区第十九中学信息化中心副

主任胡嘉点开了该校七年级语文晨测数据报告。在这份成绩分析
“雷达图”上，各个班里每一名学生的学情一目了然。“第7道题的年
级得分率最低，说明学生对这个知识点掌握得不好。个别班级某
道题的对比得分率很低，这样的结果很可能是上课时老师对这个
知识点没有讲清楚。”胡嘉表示，学校从出试卷起，就会把所有相关
数据录入到学业分析平台，“大数据的背后是老师对每一个学生的
精准分析，也是学校对每一个老师教学情况的精准分析。”

同一时间，劝业场小学语文教师张新蕾开始为学生们讲授《小
英雄雨来》，讲台下的学生们人手一个教学助手——答题器。在完
成字词讲授之后，张新蕾运用教学助手，设计了判断、选择、连线、
排序等符合教学内容的游戏练习，学生们争相参与字词游戏竞赛，
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在岳阳道小学，六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课堂上，学生们有时
会手握一支有点特别的笔写作业。这笔就是企鹅智笔，其特点是
在笔的前面有一个小的摄像头，通过这种前置摄像头可实时观看
或回看学生答题的过程，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

教育大数据越精准，老师的教学就越有针对性。据了解，目
前，和平区全区各学校已实现课堂互动数据、作业及课堂测试等数
据的实时收集，并通过和平区学业数据分析系统做关联分析，为学
生学业成长、教师专业水平提升提供支撑。通过前期的预习作业、
课堂互动、课后作业的数据，老师可以拿到每个学生知识掌握情况
的清晰画像。老师根据数据的反馈与分析，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学
生则根据错题本精准练习，教学因此变得更加精准高效。

“过程化记录”后的科学评价
曾经，老师对学生的评价通常只是凭借一张试卷。这样的“评

价”是否准确与科学？答案显而易见。
去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方案》中涉及对老师的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对社会用
人等多方面的综合性评价。要真正完成这个评价系统，必须通过

信息技术，通过教育大数据来对学生进行整体评价、个性化评价、
更精准的综合评价。”和平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明建平说。

“五一”假期，岳阳道小学四年六班班主任杜培，通过智慧校园
“班级圈”发布了一项假期“作业”——记录学生的劳动生活。随
后，班里的学生把自己的劳动照片、视频分享在“班级圈”里。“在这
里，家长们能及时了解班级活动和孩子动态，老师也能更好更全面
地了解学生在家的状态。”杜培说。

老师、学生、家长随手可拍、上传，系统后台自动记录、归
类……教育信息化收集的是学生行为的数据信息，为他们的成长

“留痕”，也为未来科学的“评价”累计起基础数据。
在和平区的校园里，依靠大数据来进行科学评价的应用还有

很多。“无论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学校对老师的评价，还是教育部
门对学校的评价，都应注重过程化的评价，而不是唯分数论。所以，
没有教育大数据的支撑，对教育的评价只能是表面的。”明建平说。

“和平教育云”下的无边界课堂
去年2月10日，是我市线上开学的日子。那一天，和平区全

区7万名学生以及6000多位教师，共同在和平智慧校园平台上
进行了教与学。当天，平台点击量超过321万次。除了传统课程
外，升旗仪式、班队会、体育锻炼、艺术鉴赏，甚至是眼保健操等也
被完全地“搬”到了线上。“有了信息化的支撑，我们把和平区教育
信息转移到了‘云’上。”在和平区教师发展中心教育信息化部主
任卢冬梅看来，疫情对教育是一次大考，更成为教育信息化飞速
发展的“助推器”。

大数据赋能，教与学都变得越来越高效。在和平区，很多中小
学生都“品尝”过“知识胶囊”的美味。那一枚枚胶囊，其实是一段
段短视频。它们是老师们根据每天的判阅大数据，分析学生们知
识点上的小漏洞然后精心录制的，“专治”各种疏漏与疑惑。“我们
希望为学生提供无边界课堂，让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
终端都可以及时学习。”卢冬梅说。

和平区教育局提出了“奠基未来”的教育理念，致力于把教育
的着眼点，从成绩扩展到帮助孩子在未来取得事业、人生的成功。

“当下，我们要做的就是借助信息化技术，找到更加科学、智慧的方
式，为学生未来‘奠基’。”明建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