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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十七届人大九次会议
举行大会预备会议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兰
岚 刘杰）6 月 10 日下午，南开区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预备会议在
区委老干部局四楼报告厅举行。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主持
会议。

会议应到代表 245 人，实到 218 人，
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选举了南开
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主
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南开区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议程。

扎根网格党旗红 共筑屏障显“事功”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南组
轩）连日来，
南开区加快推进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为举全区之力助力疫苗接种工
作，
南开区在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开展“扎根网格党旗红、共筑屏障显事
功”
专项行动，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网
格，共同做好疫苗接种的组织、宣传、动

员等工作，
为早日形成免疫屏障、有效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贡献力量。截
至记者发稿，
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员干部万余人次分批深入街道社区协
助开展疫苗接种工作。
专项行动开展以来，
全区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高度重视疫苗接种工作，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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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袖章”
“事故隐患大扫除”
“争做安全吹哨
荣宾 王冬生）今年 6 月是第 20 个全国
人”行动，强化源头治理，切实把风险隐
安全生产月。从即日起，南开区以“消
患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组织发动
除事故隐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通
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居民，开展“查
过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教育培训、现
找身边隐患”
“专项整治纠察员”
等活动，
场咨询、隐患曝光、经验推广等既有声
积极举报身边风险隐患和违法违规行
势又有实效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
为，
做到见微知著、防患未然。组织开展
强公众风险防范、安全应急意识和自救 “安全生产津门行”活动，围绕危险化学
互救能力，推动“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
品、工贸以及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
要处理”和“四铁”
“ 六必”要求深入人
行业领域，
开展安全生产“区域行”
“网上
心，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
行”等多种形式活动。通过组织全区各
中攻坚扎实开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
部门，尤其是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开
续好转，助力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展现场和重点岗位应急处置演练，推动
安全感不断增强，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 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结合“我为群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营造安全稳定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深入基层扎实开
环境。
展安全宣传“五进”工作。充分利用“全
安全生产月期间，南开区以深入开
国安全宣教、应急科普平台”和市应急
展
“领导干部讲安全”
活动，
通过报刊、电
管理局网站“应急宣教”栏目，有针对性
视、网站等主流媒体，微信、微博等各类
地组织居民小区、学校、医院等开展灾
新兴电子媒介以及标语、横幅、挂图等形
害避险逃生演练。加大典型事故案例
式，广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警示，引导企业及职工以案为戒，
树牢安
产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
全发展理念，增强抓好安全生产自觉性
上”
，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生产综合
和主动性。充分发挥安全生产举报投诉
整治行动为载体，
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认
电话和消防举报电话作用，鼓励广大群
真查找薄弱环节，确保事故隐患“清零” 众特别是企业员工举报重大隐患和违法
“销号”
；
组织发动企业职工开展
“安全红
违规行为。

孟繁萍（女）

南开区十七届人大九次会议
召开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兰
岚 刘杰）6 月 10 日下午，南开区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主席团
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 22 人，实到 20
人，符合法定人数。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主持会议。

勤保障等工作。广大党员干部严格按照
排定时间，
不走过场、
不流于形式，
真正扑
下身子、深入一线，
在疫苗接种工作中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把担当落在实处、
见于
“事功”
，
以实际行动践行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的理念，
真正做到全区协力筑
屏障、
攻坚克难展形象、
守护健康为大家。

消除事故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主席团（22 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李少云
李 健（女）
陈玉恒
侯树林

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担当、
积极迅速行动、
精心组织落实，在保证日常工作的基础
上，
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到社区参与疫苗接
种工作。广大党员干部牺牲休息时间，
舍
小家、
为大家，
结合
“扎根网格、
血脉相融”
实践活动，
深入街道社区、
疫苗接种点，
协
助做好疫苗接种宣传动员、组织服务、后

南开区 2021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丰富

（2021 年 6 月 10 日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马金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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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铭亮

时讯

南开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街道社区助力疫苗接种工作

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九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马国栋
李建军
张勇勤
武问健
徐庆敏（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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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推选出了大会主席团常务主
席；
决定了大会日程；
推选出了大会全体
会议执行主席；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人
选；通过了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九次会议补选办法草案，提交各代
表团审议后，提请大会表决。

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九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科
学
接
种
新
冠
疫
苗

左图：端午假期期间，南开区各新冠疫苗接种点加班加点，广大医务工作者、
下沉干部、街道社区志愿者协同配合，为前来接种的群众提供便利，共同助力筑起
群体免疫的坚固长城。
记者 王英浩 摄

（2021 年 6 月 10 日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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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南开区 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周启动

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九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1 年 6 月 10 日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李胜芳

孟庆国

焦洪斌

常万兵

宋晓菲（女）

南开区十七届人大九次会议
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

重温红色记忆 营造浓厚氛围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王
物的回顾与介绍，
用遗迹回溯历史、
用记
露）为喜迎建党100周年，
进一步传承
忆讲述抗战时期的天津故事。举办
“非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日前，
南开区
遗献礼、
匠心向党”
——非遗创作作品
2021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周
展，
通过展示我市各级别非遗代表性项
启动。
目、
优秀手作人和民间艺术家创作的
“红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宣传周期间， 色作品”
，
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智慧与
南开区以推广区域丰富的文物、
革命文
神韵。开展
“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
和
物、
非遗、
博物馆资源为载体，
举办
“走进 “重温红色记忆、
励志健身强国”
等非遗
天津老城、
重温红色记忆”
——《御侮见
体验及传统武术展示活动。开展
“文物
证——天津抗战遗址图片展》，
通过对
映耀、
百年征程”
和
“用好红色资源、
汲取
“抗战遗址”
历史样貌、
抗战记忆、
相关人
精神力量”
——评书联讲展示活动。

南开区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南开区举办考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

轻松备考 打造健康心理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中考在即，为
减轻初三学生心理压力，舒缓紧张情绪，
日前，南开区妇联、南开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等联合举办考
前心理辅导专题讲座。
讲座邀请全国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
史芸进行主讲，从如何缓解学习压力入
手，剖析影响考生发挥的主要因素，指出
应该通过制定合理目标，尽己所能做好
考前复习，有步骤自我舒缓降低内心紧
张感，从而在考试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期间，通过多个心理测试小游戏，引导考
生们增强自信心。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名单和推荐
说明；
表决了主席团提名的候选人名单草案。
大会副秘书长列席会议。

南开区十七届人大九次会议
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兰
岚 刘杰）6 月 10 日下午，南开区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主席团
第三次会议。会议应到 22 人，实到 20
人，符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
团酝酿主席团提名的南开区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候选人名
单草案情况的汇报，
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
单；
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
监票人名单。
大会副秘书长列席会议。

增强宗旨意识 服务居民群众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为深入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
覆盖面，提高辖区群众依法维权意识
和能力，日前，南开区法律援助中心
党支部开展法律援助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法律援助值班律师针
对群众关心的婚姻、遗嘱、继承、赡
养、劳动争议、房屋拆迁等相关法律
问题进行了耐心细致解答，特别对民
法典中相关的新规定进行了讲解。
工作人员现场向过往群众发放了法

律援助服务手册等宣传资料 500 余
份，提供法律咨询 30 余人次。
通过此次活动，区法律援助中心
党支部进一步激发了党员干部巩固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和为群众办实事的积
极性、主动性，增强了党员服务群众、
服务社会的宗旨意识；
进一步扩大了
法律援助的知晓率，有效增强了法律
援助的影响力。同时，引导群众运用
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达到了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以实干
实绩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关爱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端午旅游别把文明丢了
记者 李铁军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兰岚
刘杰）6 月 10 日下午，
南开区第十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会议应到22人，
实到20人，
符合
法定人数。

通过此次心理健康讲座，考生们体
验到心理减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同
时，解答了考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
诸多心理问题，提高了考生的心理健康
知识水平，增强了考生心理保健意识，有
利于他们健康成才、快乐成长。下一步，
区妇联将不断整合有效资源，继续开展
更多心理健康专题讲座，为全区青少年
提供全方位的心理健康辅导，助力青少
年健康成长。

“怎么乱扔垃圾呢，太不自觉了！”
随
着人们的斥责，刚刚把粽叶扔在地上的
几个年轻女子，在众人的注视下，讪讪地
捡拾起来。一块醒目的
“严禁乱扔垃圾”
的警示标志就在不远处……
端午假期，与家人游玩放松、亲近自
然是大多数人的首选。然而，在公共场

所吸烟、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实在大
煞风景。
据我市某知名景区的工作人员介
绍，尽管游客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但随地
吐痰、乱扔垃圾等现象依然时有发生。
记 者 札 记 ：在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阶
段，游客要注意公共卫生，不要随地吐
痰 和 乱 扔 废 弃 物 ，自 觉 做 文 明 的 传 播
者、践行者。

南开区学府街组织党员参观天津博物馆

追寻红色足迹 致敬建党百年

南开区十七届人大九次会议
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兰岚 刘
杰）6月10日下午，
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九次会议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会
议应到22人，
实到20人，
符合法定人数。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玉恒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选举计票
结果的报告，确定了当选结果。
大会副秘书长列席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 通讯员
齐媛）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日
前，南开区学府街组织机关服务中心
党支部和执法大队党支部党员到天
津博物馆参观，开展“学党史、悟初
心、践使命”
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们参观了天津博物馆
“曙光
伟业——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

创建”展览，大家仔细阅览珍贵的信
函和众多历史资料，了解新文化运动
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
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内在联系，深刻
感悟革命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奋
斗精神。在参观“中华百年看天津”
展览过程中，党员们通过文物、图片
详细了解了天津自鸦片战争至新中
国成立这百年间的风雨历程。

端午假期期间，南开区古文化街积极引导各地游客佩戴好口罩，扫码验证有序
排队进街游览，将文明旅游落到实处。
记者 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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