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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提升老旧校舍 布局建设现代化新校区

津南区再添15所新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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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住建委开展安全生产整治
本报讯（记者 王彤）近日，津南区住

建委开展住建领域安全生产综合整治
行动，全力消除建筑领域各类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区住建委成立了安全生产综合整治行

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并抽调60人成
立了5个工作专班，对涵盖市政配套道路、
房地产等领域的全区近138万平方米的建

筑工地进行地毯式排查，主要检查内容涉
及建筑施工、地下管线、房屋结构安全、物
业服务、农房安全五个方面268个项目。

相较于以往整治工作，此次行动检
查的内容有所增加，并特聘第三方对工
地塔吊、施工电梯等大型设备进行排
查。同时，加大了排查频次和处罚力度，
进一步压实了企业责任人的主体责任。

本报讯 近日，《天津葛沽历史文化
名镇保护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方
案》通过天津市政府审批，“沽水谣”文旅
景区项目即将启动建设。

该项目按照“两街、一堤、三带、九桥、
三庙、一塔”的空间格局，通过八大民俗广
场、八大馆、八家大院、十大非遗作坊、一
大宝辇花会、十二大民俗活动，将民俗文
化创新性转化为旅游产品、旅游活动、旅
游体验，打造成为具有“写意中式、江南风
韵、葛沽印记”的沽上江南风韵文旅项目，
打造津南区乃至天津市又一文旅名片。

其中，郑家大院作为民俗文化区的灵
魂依托，将作为先行项目。（葛沽镇供稿）

本报讯（记者 王彤）近日，津南区第
十三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举行结业仪
式。此次培训集合了62名机关企事业单
位的中青年干部，历经3个月多维度的集
训，全体学员满载而归，将在各自的岗位
上学以致用，发挥更大作用。

仪式上，18位学员代表结合学党史
活动以及各自工作实际，以演讲的形式

抒发了爱党爱国情怀，展示了中青年干
部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良好形象，述说
了新时代津南人的使命担当。区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同志还为学员们颁发了结业
证书。学员们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脚踏实地做
好每一项工作，在推动津南“三区”建设
工作中贡献力量。

津南区第十三期中青班结业

区政协开展重点提案督办和调研活动

全力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本报讯（记者 张鸾）近日，区政协

组织委员开展“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
理，强化人民调解工作”专题调研暨“关
于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几点建议”
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区政协副主席刘
恒志参加。

当天，委员们先后来到津南区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和咸水沽镇矛盾
调解中心进行现场察看，并听取相关部
门汇报，了解津南区党建引领下的人民
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情况以及强化人民调解工作情况。

委员们分别从创新工作招法、统筹
协调推动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刊登广告或公告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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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鸾）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今年，津南区继续做好教育布局
调整，进一步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扩
大办学规模，扎实推进校园建设，又有
15所新建学校、幼儿园将陆续开工建设
并投入使用，为学生们提供更为优质的
学习环境。

在海天小学的校园里驻足，朗朗的
读书声不时传来。教室里，老师一丝不
苟，学生们聚精会神，虽然这是他们的
最后一堂课，但大家的眼神里却充满了
喜悦和期待，因为过了这个假期他们就
要搬去新的校舍了。

海天小学建校已有11年，近年来，

师生们的学习生活备受老旧校舍操场
老化、缺少食堂等硬件问题的困扰，学
校所处的地理位置更是成为老师家长
们重重的担忧。

海天小学校长崔建军介绍，学校临
近海天馨苑居民区，道路比较的狭窄，家
长接送孩子非常不便，产生交通拥堵的
同时还存在着较大安全隐患。区教育
局、双港镇政府结合该实际，在2019年
10月份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双林校区。

新校区坐落于双港镇双林东路，门
口交通四通八达。学校建筑面积10194
平米，不仅有24个标准教室，计算机教
室、舞蹈教室、实验室等功能教室也是一

应俱全，同时还建有运动场、风雨操场、
食堂等大型场馆。下学年，海天小学的
500多名师生就可以搬进新校舍了。

像海天小学这样的老旧教育设施
改善让人兴奋，新建社区的配套学校也
同样令人期待。坐落于八里台镇中海
公园城的中海南大附中津南学校就是
这样一所新建校舍。

中海南大附中总建筑面积40440
平方米，规划初中班36个，高中班24
个，可容纳学生3000人。该项目自去
年9月份开工建设，目前正在进行外立
面施工、内部精装施工和园林景观铺
装，预计今年九月份投入使用。

截止目前，津南区共有校舍51所，
中小学生61600人，今年新建的3所完
全中学、8所小学以及4所幼儿园，将有
效缓解学位紧缺造成的学生就学困
难。津南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希生介绍，
随着津南经济的快速发展，生育政策的
放开和非津南户籍孩子的增多，对于教
育各级各类学位的需求也在增多，在这
种状况下，区委区政府投入巨资来建设
各级各类的学校。

各级各类的学校建成后，将可以满
足津南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同
时极大地改善教职工的工作环境和学
生的学习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日前，津南区
自然资源调查与登记中心举行“交房即
发证”颁证仪式。中海南开郡项目95
名业主代表同时拿到了新房钥匙和不
动产权证书，实现了交房和拿证之间的
零时差、零等待，成为津南区首批享受
到“交房即发证”服务的受益者。

津南区自然资源调查与登记中心以
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问
题为导向，推出便民服务新方式。“交房
即发证”即商品房交付购房人的同时，购
房人即可领取不动产权证书，有利于尽
快解决群众落户、子女上学、银行贷款等

一系列百姓关注的民生问题。
交房的同时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是

保障百姓的居住权和产权同步实现的
一件民生大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区
自然资源调查与登记中心一方面积极
协调规划、住建、测绘等部门，千方百计
协助开发企业备齐、备规范首次申请登
记的要件；另一方面简化整合多项业务
流程，采取项目已完成联合验收，登记
环节不再进行现场查勘政策，对部分要
件实行容缺后补，直接开展登记数据核
查、信息录入等工作，最大限度提高登
记效率。

在落实“交房即发证”活动的同
时，区自然资源调查与登记中心还推
出银行端“不动产登记一网通”和移动
端“津心登”APP、不动产登记与电力
的联动过户、不动产电子证照、进一步
压缩产权办证时限等一系列便民措
施，同时与水、电、气等相关部门进行
网上联通，让购房人在办理不动产权
证书的同时，直接办理相关过户手
续。接下来，津南区自然资源调查与
登记中心还将进一步延伸“交房即发
证”工作的改革经验，让市民享受到更
多的改革发展红利。

津南区“交房即发证”首发仪式举行

一手拿钥匙 一手拿“红本”

本报讯（通讯员 黄健）近日，津南
区商务局组织召开酒店行业培训会，重
点针对防疫、安全等方面内容进行培
训，同时为保障会展住宿，积极推动酒
店行业服务水平提升，津南区商务局协
调津南村镇银行推出了津南会展“酒店
惠贷”业务，并在会中进行了介绍。区
卫健委、各属地政府、津南村镇银行以
及全区141家酒店负责人参会。

津南会展“酒店惠贷”业务针对会

展配套酒店行业量身打造，面向津南区
内客房数量50间以上、经营正常的酒店
发放，用于酒店装修、提升改造等项
目。单户最高额度可达3000万元，一
次办理，循环使用。

目前“酒店惠贷”业务已经达成合
作酒店5户，累计金额3430万元。

下一步，津南区商务局将继续联合相
关银行为各酒店提供信贷服务，助力酒店
发展,为保障国展住宿服务贡献力量。

“沽水谣”文旅
项目即将启动

本报讯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颁布三十周年，近日，津南区烟草
专卖局面向广大社会群众、消费者和零售
户举办普法宣传活动，广泛发动普法志愿
者、党员志愿者参与活动，深入社区、地铁
站、大学校园周边等重要场所开展宣传。

津南区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以“法治
烟草三十年‘两个至上’谱新篇”为主题，
通过摆放宣传展牌、发放宣传资料、设立

宣传点等形式，积极向辖区广大消费者
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实
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等
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并进一步推广涉烟
违法行为投诉举报奖励制度。活动现场
共发放法律宣传资料200余份，解答法
律咨询50余人次，为规范辖区卷烟经营
提供指引和参考，为净化市场环境营造
浓厚氛围。 (区烟草局)

区烟草专卖局开展普法宣传

促进法律法规深入人心

区商务局携手津南村镇银行推出新业务

“酒店惠贷”助力服务升级

二、抗旱排涝责任人
负责范围 责任人 职 务

全区排涝工作 邓光华 区 长
双港镇 张静华 双港镇镇长
辛庄镇 傅春有 辛庄镇镇长
咸水沽镇 魏桂有 咸水沽镇镇长
双桥河镇 王增宇 双桥河镇镇长
葛沽镇 刘桂宏 葛沽镇书记
八里台镇 朱凤起 八里台镇镇长
北闸口镇 郑建立 北闸口镇书记
小站镇 刘 伟 小站镇镇长
双新街 李文龙 双新街道办主任
双林街 高 勇 双林街道办主任
海棠街 王志杰 海棠街道办主任

街镇名称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八里台镇 朱凤起 刘 缨 田洪顺
北闸口镇 郑建立 朱新民 普富玉
小站镇 刘 伟 岑怀城 付学智

长青办事处 赵士信 ----- -----
双新街道办 李文龙 邢洪瑞 王先亮
双林街道办 高 勇 周则虎 李松伦
海棠街道办 王志杰 于示川 李金强
农业园区 张 毅 ----- -----
开发区 张国艳 ----- -----

防汛值班电话

街镇名称 行政责任人 管理责任人 技术责任人
双港镇 张静华 刘志农 马金亮
辛庄镇 傅春有 沈俊青 都光辉
咸水沽镇 魏桂有 韩世正 王 彬
双桥河镇 王增宇 燕志旺 尹华枝
葛沽镇 刘桂宏 孟祥冀 李建军

津南区相关堤段防汛行政责任人及
抗旱排涝行政责任人名单

一、相关堤段防汛责任人
负责范围 负责人 职 务

全区防汛工作 邓光华 区 长
(一)海河右堤津南区段

双港镇堤段 张静华 双港镇镇长
辛庄镇堤段 傅春有 辛庄镇镇长
咸水沽镇堤段 魏桂有 咸水沽镇镇长
双桥河镇堤段 王增宇 双桥河镇镇长
葛沽镇堤段 刘桂宏 葛沽镇书记

(二)津南区段的外环河、大沽排水河及本区二级河道
双港镇域内堤段 张静华 双港镇镇长
辛庄镇域内堤段 傅春有 辛庄镇镇长
咸水沽镇域内堤段 魏桂有 咸水沽镇镇长
双桥河镇域内堤段 王增宇 双桥河镇镇长
葛沽镇域内堤段 刘桂宏 葛沽镇书记
八里台镇域内堤段 朱凤起 八里台镇镇长
北闸口镇域内堤段 郑建立 北闸口镇书记
小站镇域内堤段 刘 伟 小站镇镇长

2021年津南区街镇防汛三个责任人名单

2021年津南区各类防汛责任人及值班电话公示

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单位
防汛办
住建委
水务局
运管局
农业农村委
双港镇
辛庄镇
咸水沽镇
双桥河镇
葛沽镇

电话
28399103

28392342

28392694

28510142

28391826

28581842

88532223、88532225

88915857、88915880

88515703、88659373

28690055

单位
八里台镇
北闸口镇
小站镇
长青办事处
双新街道办
双林街道办
海棠街道办
农业园区
开发区

电话
88521590

88538495

88819566、88615089

28224211

28575592、28575586

88309519、88309501

88522915、88522919

28752875、28559911

88519533、88739898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揭牌

区校联手共建创新载体
本报讯（记者 王彤）7月5日，津南

区人民政府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签订共建协议，共同打造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科技园。津南区副区长胡永
梅、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阎兵
出席。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科技园起
步区落户于长青科技园内，依托天津职
业技术师范大学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和
津南区区位优势，按照市场化运营模

式，致力在大学科技园打造创新资源集
成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科技创业
孵化基地、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十四
五”期间，聚焦智慧职业教育、智能制造
及装备、智能交通、智慧健康、人工智能
等高技术领域，孵化50家师生及校友创
新创业企业，努力打造天津市自主创新
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为津
南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发展动力
和有力支撑。

王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