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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全市城市社区将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盖

出家门见球门 社区里过
“足”瘾
本报讯（记者 陈璠）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足球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推
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健康中国行动，
全面
推进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工作，日
前，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九部门制定并印
发《天津市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实
施方案》
（简称《实施方案》）。2025 年，全
市各区要建立健全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按照完整居住社区
建设标准，实现新建居住社区内至少配建
一片非标准足球场地设施，既有城市社区
因地制宜配建社区足球场地设施。2035
年，全市城市社区实现足球场地设施全覆
盖，具备条件的街道、街区内配建一片标准
足球场地设施。
《实施方案》提出，积极借鉴武汉、大连
等 9 个试点城市经验，开拓思路，创新招
法，打开脑袋上的
“津门”
，
积极破解城市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难题，有力推进全市
城市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
《实施方案》明确了四项具体任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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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灵活建设场地设施。加大摸底调查力
度，充分挖潜利用现有场地资源，
在群众身
边“因地建场”。在征得居民同意的前提
下，通过租赁、购置、置换和改造等方式，合
理利用具备条件的城市空闲地、边角地、城
市路桥附属用地、厂房、建筑屋顶等空间资
源，建设改造社区足球场地设施。结合场
地条件，灵活建设各类永久性或临时性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既有城市社区用地空间
紧张的，要因地制宜推动与其他体育项目
场地复合利用、综合设置，
满足社区居民多
样化运动需求。不具备标准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条件的，鼓励在确保场地安全性的前
提下，灵活建设非标准、非规则社区足球场

地设施。鼓励推进相邻社区及周边地区联动
建设，加强体育设施共建共享。
二是积极推行适宜技术。新建住宅项目
要严格执行配套建设标准和规定，确保社区
足球场地设施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
步验收和同步交付。注重社区足球场地设
施、建筑材料的多样性、适宜性、经济性和环
保性。结合足球场地位置、地势、气候和土壤
条件，设计场地形式、选择场地材质，科学设
计场地排水、喷灌、围挡、照明和标识等，做到
安全、便民、实用。
三是探索运营维护模式。鼓励探索多元
化资金筹措机制，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先
投后租等多种形式吸引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增加对社区足球场地设施
建设资金投入，通过体育彩票公益金、开发性
金融等多种渠道对社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予
以资金支持。坚持公益为主，让社区居民用
得起足球场地，共享优质的公共体育服务。
积极探索建立社区足球场地设施运营维护长
效机制，明确运营维护主体、责任和权益。可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用地权属单位、所在地
街道等委托专业机构、物业公司、社区组织参
与社区足球场地设施运营维护，保障足球场
地设施功能和服务水平，提高足球场地设施
的使用效率和寿命。
四是推动场地高效利用。鼓励充分利用
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
提升社区足球
场地设施智能化管理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建设智慧社区、智慧足球场地设施服务系
统，
提供线上、
线下服务，
提高场地利用和管理
效率。探索在满足本校师生教学、
训练、
竞赛、
课外体育活动需求的基础上，
逐步推动校园足
球场地设施在节假日、
课余时间向学生和社会
开放，
建立学校和社区场地资源共享机制。

市环境保护突出问题
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1年6月14日，
我市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
群众信访举报件12977件。其中：
滨海新区
2305件、
和平区382件、
河东区771件、
河西
区 736 件、南开区 859 件、河北区 596 件、红
桥区 318 件、东丽区 657 件、西青区 786 件、
津南区 844 件、北辰区 932 件、武清区 786
件、
宝坻区861件、
宁河区586件、
静海区863
件、
蓟州区643件、
海河教育园区36件，
市水
务局5件、
市城市管理委6件、
市交通运输委2
件、
市国资委1件、
市生态环境局2件。群众
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
详见《天津日报》
《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
体、
北方网、
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
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
每天 8：
00—18：
00
专门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驻津央企中交一航局城建分公司组
织在建项目党员、职工进行了义务献血活动。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张志亮 摄

“电子围栏”管住共享单车
河西区试点运营“定点取还”
规范管理模式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河西区城管委与共享单车企业共
同研究制定高精度共享单车试点置换方案。方案将老款“马蹄
锁”置换为高精度定位分体锁，新型锁定位精度高、落锁规则严
格，再配合地面设置卫星定位停车区形成的
“电子围栏”
，车辆稳
定性和精准度提升。
据了解，
通过高精度共享单车置换工作，
能够实现用户
“入栏结
算”
，
形成
“定点取还”
的规范管理模式。河西区城管委最终确定以浯
水道、
榆林路、
解放南路、
外环南路为边界，
划定高精度共享单车
“定点
取还”
试点运营区域，
在区域内设置
“电子围栏”
，
预计新增130余处。

疫情快报
6 月 13 日 18 时至 6 月 14 日 18 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咸阳路雨水泵站
具备使用条件

咸阳路雨水泵站设
备 安 装 全 部 完 成 ，目 前
已 经 具 备 使 用 条 件 ，泵
站将在今年主汛期中心
城区防汛排水中发挥重
要作用。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6 月 13 日 18 时
至 6 月 14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
告本土确诊病例 147 例，其中男性 82 例，女性 65 例；治愈出院
144 例，
病亡 3 例。
6 月 13 日 18 时至 6 月 14 日 18 时，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251 例（中国籍
225 例、菲律宾籍 8 例、美国籍 4 例、乌克兰籍 3 例、法国籍 2 例、
委内瑞拉籍 2 例、波兰籍 2 例、乌兹别克斯坦籍 1 例、俄罗斯籍 1
例、哈萨克斯坦籍 1 例、立陶宛籍 1 例、日本籍 1 例），治愈出院
241 例，在院 10 例（轻型 1 例、普通型 9 例）。
第 248 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昨日复查胸 CT 双
肺炎性病变，经专家组讨论将新冠肺炎分型由轻型转为普通型。
6月13日18时至6月14日18时，
我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 232 例（境外输入 227 例），
尚在医学观察
11例（均为境外输入）、
解除医学观察189例、
转为确诊病例32例。
截至 6 月 14 日 18 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
接触者 13220 人，尚有 355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