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阙天韬李婷白天 阴转雷阵雨 东南风2-3级 降水概率60% 夜间 阴转多云 东风2-3级到东南风2-3级 降水概率40% 温度 最高31℃ 最低23℃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2-0001 1949年1月17日创刊 第26348号

2021年6月 日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五月初五14
今日8版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6月13日6时40分许，湖北十
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截至目前，事故
已造成12人死亡、37人重伤，另有部分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十堰
市燃气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深刻！要全力抢救
伤员，做好伤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作，尽快查明原因，严
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近期全国多地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校园安全事件，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压实责任，增
强政治敏锐性，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防范重大突发事件发

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
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和救治受伤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伤
亡，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问责。近期安全事故仍
呈多发势头，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要督促各地切实加强
重点领域安全监管和隐患排查，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已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
康委抽调重症医学、烧伤、心理干预专家等组成国家级医疗专

家组赶赴当地指导做好事故紧急医学救援。湖北省、十堰市
党政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处置。目前，现场救援、伤员救治
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习近平对湖北十堰市张湾区艳湖社区
集贸市场燃气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 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李克强就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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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记者 张清

解答法律问题、宣传法律常识、调
处矛盾纠纷、提供公证咨询……最近
一段时间，河西区149个“社区法律工
作室”陆续“开张纳客”，群众在家门口
就可享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

“坐诊”把脉 法律服务“零距离”

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2日，突
如其来的大雨也没能阻挡住河西区云
水园社区居民李大爷出门的脚步。“今
儿是周三，听说有公证员‘坐诊’社区法
律工作室，赶来问问房产过户的事。”
“大爷，有问题您说！”云水园的“社

区法律工作室”设在云水园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当天接待李大爷的是河西公证
处公证员冯璐。认真倾听、专业解答、耐
心疏解……1小时后，李大爷紧锁的眉
头舒展了，道谢后满意地离开了。
“问需于民，真正把法律服务送到

群众身边，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
不久前，河西区一支由员额法官、员额
检察官、骨干律师和公证员组成的法
律服务队伍陆续进驻该区149个“社
区法律工作室”，冯璐就是其中一员。
“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就是公证

员的岗位所在！”每周三上午，冯璐都
会到不同的社区“坐诊”，“目前已经
去过5个社区，最多一次一上午接待
了7位居民。”

“个诊”贴心 法律服务送上门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针对社区
年老体弱和有残疾的群众，“社区法律
工作室”的服务人员还会提供“个诊”
服务，送“法”上门。
“太贴心了！”河西区庆荣里社区80多岁的陈奶奶就享

受了一把“个诊”服务。陈奶奶老伴儿过世早，她常年独
居。这两年，老人身体大不如前，寻思着卖掉房产和小女儿
一起生活，但在房款支配上，母女俩出现了分歧，未能达成
一致意见，老人一度很苦恼。

上门服务律师蔡辉一边听老人讲述，一边耐心为其释
法，从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建议老人与小女儿签订
“遗赠抚养协议”。“整个咨询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其实问题
不复杂，但老人有心结，就想找人倾诉一下。”蔡辉说。

对于蔡辉的说法，河西区人民检察院六部四级高级员
额检察官肖明杰深有同感，“最近，每周都会到‘社区法律工
作室’值班，老年人咨询时间都较长，至少1小时。除了法律
帮助，他们往往还有情绪宣泄的诉求。所以，需要更多的耐
心，不能光就法讲法，一定要情理法相结合。”（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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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 为全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夯实基础

“十四五”绿色工厂达300家 比“十三五”翻番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近年来，我市在深入贯彻落实制造

强国战略，加快推动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过程中，以培
育绿色工厂示范为着力点，全面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加快推进
制造业绿色转型，为全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夯实基础。记者从
市工信局获悉，我市围绕汽车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等重点领域已培育146家国家级和市级绿色工厂，到“十四
五”末，全市绿色工厂将达到300家，实现数量翻番。

自工信部2016年启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以来，我市以绿
色工厂为核心，打造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
品、绿色数据中心“五位一体”，始终突出绿色主色调，坚持数
量、质量和效益并重，努力实现用地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
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管理精细化。全市目前已有
58家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14
家、国家级绿色产品33种。初步统计，全市绿色工厂工业总产
值已突破3000亿元，实现绿色发展和经济效益“双赢”，示范带
动作用明显。服务于我市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天津同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这些年陆续推出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环境空气质量
在线监测系统、环境水质在线监测系统、恶臭在线监测系统和

移动源在线监测系统等系列产品，产值从2013年的1000万元
增长到2019年的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89%。去年虽然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仍实现正增长，今年增长将达到50%。

为了不断提升工业能效水平，我市针对钢铁、石化等高耗
能行业，以点带面、挂图作战，为300余家重点工业企业实施
节能诊断服务，引导企业实施了一批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
优化等节能低碳技术改造项目，实现年节能量40余万吨标准
煤；针对绿色制造关键工艺、共性技术装备系统集成应用等重
点方向，培育中汽研、中材节能、亿昇科技等9家绿色制造供
应商；围绕绿色设计平台建设、绿色关键工艺突破和绿色供应
链系统构建，推动长荣印刷等一批国家级绿色制造系统集成
重大项目落地见效。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全浸没式液

冷服务器具有超低能耗，电能使用效率（PUE值）可达到
1.03，项目已在北京、天津、太原、武汉等地成熟应用，效果良
好。亿昇科技推出的磁悬浮鼓风机相比传统风机节能30%
以上，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十三五”
期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16%。
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工信局正在积极对接工信

部做好我市工业碳排放现状、碳达峰面临的形势的研究分析，积
极谋划我市工业碳达峰工作。我市将围绕钢铁、水泥、石化、化工
等重点行业，研究提出全市工业碳达峰的目标、任务、措施，编制
好市级碳达峰行动方案。“十四五”期间，我市将围绕企业生产工
艺流程和主要技术设备，做好能源利用、能源效率和能源管理三
方面的公益性节能诊断服务，帮助400家重点企业查找用能薄
弱环节，深入挖掘节能潜力，系统提升能源利用水平，推动企业
能效水平持续提升。将加强工业节能监察，实现重点高耗能行业
企业节能监察全覆盖。将加快先进节能技术、装备和产品推广应
用，推动实施一批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支持企业实施
电机系统节能、锅炉节能改造等节能改造项目。将推进绿色制造
体系建设制度化、常态化，绿色工厂达到300家。

本报讯（记者 王睿）彩线轻缠迎端午，粽叶飘香佳节
至。端午假期期间，滨海新区结合传统民俗，打造“龙舟争
霸赛”“欢乐投壶”“画彩蛋”等一系列主题活动，邀游客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以“千人画龙舟”“萌宠吃粽子”

等为主题，开启端午文化活动。小朋友在长30米的“龙舟
画卷”上描画着可爱的海洋动物，从中了解保护海洋的重
要性；在旱龙舟竞赛中，大家“穿上”状如龙舟的纸壳道具，
加速向前冲；此外，园区还组织游客一起洗粽叶、调馅料，给
极地动物包专属“粽子”。
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除了“基辅号”航空母舰和《航母

风暴》演出等固定项目，园区还开辟“端午主题手工活动
区”：不少游客全家齐上阵，一边聆听端午习俗，一边在蛋壳
上勾勒彩画，表达美好的祝福；而另一边，“投壶”和“指尖龙
舟创意拼模”也在热闹进行……

天津方特欢乐世界展开一场“龙舟争霸赛”，由游客组
成的龙舟队激烈角逐；与此同时，“欢乐投壶”“阅古览今”
“射五毒”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参与。假期里，方特开
放至晚8：30，届时，城堡极光秀再次上演，佤族兄妹也将燃
起篝火，与游客互动。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马晓冬

品尝美食、畅饮啤酒、欣赏赛事……对许多市民来说，这
个端午假期是尽情放松身心的好机会。假期期间，我市共有
5个新夜市集中开街，为人们提供了更多消夏休闲的好去处。

在河东区棉3创意街区，以足球为主题的“棉3津超赛
场夜市”在6月12日启动，正逢欧洲杯开幕，市民不仅可以
在这里观看精彩的比赛，还有机会听足球名宿现场说球。
此外，儿童足球表演、沙滩足球等项目也轮番登场，让假日
夜晚格外热闹。“和朋友一起喝啤酒、看球，感觉挺不错的，

夏天就是要这样！”一位顾客表示。
天气热了，夜间消费火了。除棉3以外，水滴夜市、天拖

夜市、友阿奥莱大型水上冲关·夜市嘉年华和诺德广场津门老
街夜市嘉年华纷纷亮相。与此同时，已有的老门口儿夜市、姚
村夜市等也人头攒动，高峰时段一座难求。鲁能城购物中心
利用下沉广场街心花园打造“不夜城”，为夏日夜晚增添了惬
意与浪漫。 （下转第2版）

端午假期 五大夜市集中开街

品传统文化 享欢乐假期

中建三局在市重点工程新能源汽车检验中心（天津）
项目举办家属开放日活动，大家一同包粽子、画风筝，感受
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上图 南开区天拖夜市拉开帷幕，为市民避暑纳凉、放松
身心增添好去处。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红色津沽

自制台灯、旧提盒和破衬衣
——周恩来日常节约的点点滴滴

党员带头干 村民得实惠
——武清区白古屯镇韩村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 通讯员 曾子益）日前，全国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推出，蓟州区“生态蓟
州田园如诗”线路成功入选，名列“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
振兴”主题类线路首条。
据介绍，“生态蓟州田园如诗”线路为：下营镇常州村—

青山岭村—黄崖关长城—郭家沟村—团山子村—穿芳峪
镇毛家峪村—小穿芳峪村—东水厂村，整条线路完整展示
了蓟州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沿线的常州
村、毛家峪村、小穿芳峪村等都是一村一景、乡野情趣浓
厚，位于终点的东水厂村红色文化资源丰富，抗日战争时
期曾是冀东军区的后方根据地，革命烈士包森和冀东抗日
军队伤员曾在此养伤。游客沿此路线旅游不仅可欣赏到蓟
州原汁原味的乡野美景，还可以在革命遗迹间感悟历史，
厚植爱国情怀。

全国“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推出

“生态蓟州田园如诗”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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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燃气爆炸事故救援全力展开
截至昨日14时，共搜救收治伤病员

138人，事故已造成12人死亡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