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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夜兼程 天津滨海蓝天救援队
首批队员抵达郑州

本报讯（记者王睿）7月20日，河
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郑州因暴雨引发
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危难时
刻，天津滨海蓝天救援队连夜集结，于
昨天凌晨3时50分，首批5名队员携冲
锋舟和急流救援装备，星夜驰援郑州。
21日下午3时，天津滨海蓝天救援

队的首批队员顺利抵达郑州，并立即投
入到救援工作中。与此同时，在滨海新
区和中新天津生态城应急局的支持下，
多家爱心单位也与天津滨海蓝天救援
队取得了联系，表示要通过奋战在一线

的队员向郑州捐赠救灾物资。
记者了解到，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捐赠50台水上动力浮板、5台
水下助推器、100套电池和充电套装等
装备，天津大学新城医院、天津滨海急
救分中心、汉沽盐场、天津美景建设有
限公司提供药品、雨衣雨靴、车辆等。

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天津滨海
蓝天救援队的第二批4名队员与蓟州
蓝天救援队的5名队员已将爱心物资
整理完毕，连夜出发，以最快速度赶赴
救援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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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本报讯（记者 张清 陈璠）21日，
空中客车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
心A350项目投产暨首架飞机交付仪
式在滨海新区举行。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马顺清出席并致辞。
马顺清首先代表市委、市政府对

A350 首架飞机交付表示祝贺。他
说，空中客车公司是航空航天及相关
服务领域的全球先导者，长期以来与
天津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空客天津
宽体机A350项目投产，标志着天津
总装线已经具备空客所有在产单双通
道飞机的生产能力。相信随着项目产
能的逐步释放，必将带动更多配套项
目来津落户，为天津航空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马顺清指出，天津地处“一带一

路”海陆交汇点、京津冀世界级的城市
群，濒海临京综合优势明显。“十四五”
时期，天津将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构
建新发展格局两大历史性机遇，为空中
客车公司创造更加优越的发展条件。
特别是天津将大力推动航空产业聚集
发展，加快实施航空供应链垂直整合，
提升空客天津合作项目的生产、配套、
工程、服务“四大能力”，建设总成交付、
生产配套、工程技术、维修改装、航材物
流、专业培训、客户体验、金融服务“八
个中心”，努力实现建成空客亚洲中心
的目标。希望空中客车公司以此次交
付仪式为契机，进一步加大在津投入，天
津将全力提供服务保障，与空中客车公
司携手打造双方合作更加光彩夺目的
“钻石十年”。

本报讯（记者李国惠）近日，市委
组织部在市委党校举办培训班，对
2021年新招录的农村专职党务工作
者进行岗前培训。市委常委、市委组
织部部长喻云林为全体学员讲首课作
辅导报告。
喻云林强调，面向全国招录农村专

职党务工作者，是市委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推动乡村振兴、培
养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项重大举
措。广大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要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殷殷
嘱托，把到农村一线作为锤炼党性、砥
砺品格、增长才干的正确选择，以实际
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铮

铮誓言。要提高政治能力，强化理论武
装，特别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
“两个维护”。要提高为民服务能力，牢
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带着
真情走遍每家每户，全面了解群众所需
所盼，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增进同群
众的感情。要提高担当履职能力，始终
保持昂扬斗志，遇“难”则喜，在解决问题
中增长才干。要提高抓落实能力，注重
沟通协调，千方百计找思路找办法找措
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提高自律
能力，始终敬畏组织、敬畏人民、敬畏法
纪，走好人生路，不负组织重托和群众期
盼，在农村基层实践中谱写青春华章。

本报讯（记者刘平）日前，市政协
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在市政协新城社区
联络站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暨委员讲堂进社区
活动”，为界别代表人士和基层群众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市政协副主席李
绍洪出席。此次活动是委员讲堂走进
社区、面向基层群众的一次创新。
会上，市政协委员、津南区政协主

席方昀，市政协委员、天津社科院舆情
研究所研究员王来华，市政协常委、市
市场监管委主任林立军，结合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分别以《跟着总书记学党史——档

案文献中的党史故事》《认识天津近代史
中的租界与不忘国耻》《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着力构建现代化市场准入服务体系，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题，从不同侧面
和维度进行了详细讲解，并和与会同志
互动交流。
与会同志表示，三位委员的报告内容

翔实、语言精练，给我们分享了大量感人
的党史故事，回顾了近代天津外国租界那
段苦难历史，介绍了我市“十三五”时期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深受教育和启
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坚
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为天津高质
量发展不懈奋斗。

空客天津宽体机首架A350飞机在津完成交付

市领导为新招录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作辅导报告

在农村基层实践中谱写青春华章

市政协举办委员讲堂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记者姜凝）近期，全国部
分省市进入汛期，多地遭受洪涝灾
害。7月21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理工大学、河北工
业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天津美术学院
等多所高校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等部
门发布通知，如学生家中因洪涝灾害
导致家庭经济出现临时困难，可向学
校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及帮助，并公布
了资助中心联系方式等。
南开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开通

紧急灾害临时困难补助通道，如学生
个人及家庭受洪涝灾害影响需紧急救
援，可联系所在学院辅导员及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了解临时困难补助申请及
帮助信息。
天津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

最新通知：学生如家庭突遇紧急灾害，可
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学生家中若因暴雨
洪涝灾害等造成了人员损伤和经济损
失，出现了临时经济困难，可与学校辅导
员联系，申请临时困难补助（2021级刚
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也可申请），学校
将及时提供帮助，解决经济困难。
天津科技大学学生资助中心通知，

如学生家中因洪涝灾害导致家庭经济出
现临时困难，可向辅导员提出申请说明
相关情况，由学院核实情况后向中心提
交临时困难补助申请，根据受灾程度情
况提供资助。
天津理工大学启动临时救助应急响

应，第一时间组织各学院联络河南籍学生，
询问学生家庭受灾情况，了解实际困难，向
有需求的学生和家庭提供临时困难补助。

本报讯（记者万红）昨天，记者从
天津滨海机场了解到，受强降雨影
响，天津滨海机场多趟航班取消或
延误。截至昨天17时记者发稿时，
天津滨海机场共取消航班65班，主
要为飞往成都、杭州、浦东、昆明、广
州、深圳等城市的航班，其中涉及河
南方向取消 2班，为北部湾航空往
返河南南阳航班；延误进出港 67
班，主要为飞往中南、西南、西北方
向的航班。
记者从海航旗下天津航空了解

到，为支持郑州抗汛以及做好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根据郑州现状

及南京最新防疫政策，海航旗下天津航
空昨天发布了专项退改规定，已购满足
相关条件的天津航空涉及郑州、南京进
出港国内航班机票的旅客，可享受免费
退改服务。
此外，根据天津火车站新浪官方微

博发布信息，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
雨天气影响，昨天，由天津站始发的
T252、T58、K257次，天津西站始发的
G1711、G1709、G1713、G305、G365次
列车停运。已购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
30日内办理全额退票手续。请广大旅
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及时关注铁路部
门公告信息。

本报讯（记者吴巧君）昨天，德龙
集团、新天钢集团宣布将捐赠2000万
元现金和物资紧急驰援河南，用于紧
急救灾与灾后重建。
7月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

强降雨，20日8时至17时，郑州、焦
作、新乡、洛阳、许昌、平顶山等地的部
分地区出现大暴雨，郑州中西部局地

特大暴雨，部分地区灾情严重，灾情牵
动全国人民的心，救灾工作迫在眉
睫。为紧急驰援河南，德龙集团、新天
钢集团决定通过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
向河南灾区捐赠人民币1000万元，用
于为一线提供救灾物资采购保障；调
动两大集团资源，配合当地政府捐赠
价值1000万元的灾后重建物资。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2000 德龙集团、新天钢集团
捐赠款物支援救灾重建

万元

本报讯（记者苏晓梅）昨天，接到
国家电网公司针对河南重大汛情防汛
救灾保供电统一安排部署，国网天津
市电力公司迅速集结人员、车辆、装备
驰援郑州。
灾情就是命令，保电就是责任。本

次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支援国网河南

省电力公司第一批共派出18名供电保
障人员，以及500千瓦、800千瓦、1000
千瓦大容量应急发电车各1辆，后续还
将组织保电人员、积极筹备应急装备，
随时投入保电。出征队员表示，不辱使
命、不负重托，与兄弟单位一道，全力做
好抗洪保电等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徐丽

养狗非小事，法律规定严。市人大
常委会日前启动了《天津市养犬管理
条例》执法检查，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
依法加强养犬管理工作，提升城市文
明程度。那么，对于文明养犬行为，法
律法规有哪些规定？记者对此进行了
梳理。

饲养犬只应定期免疫接种
狂犬病疫苗
今年5月1日施行的《动物防疫

法》，将狂犬病列为二类动物疫病，并
规定：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
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凭动
物诊疗机构出具的免疫证明向所在地
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养犬管理条例规定，在本市行政

区域内养犬，应当经公安机关登记，领
取养犬登记证。申请办理养犬登记的
单位和个人，应当持公安机关开具的
凭据携犬到相关动物防疫机构或者动
物诊疗机构注射狂犬病疫苗，领取犬
类免疫证，并凭证到公安机关领取养
犬登记证。
养犬管理条例还规定，本市外环

线以内地区和外环线以外的城市建成
区为养犬重点管理区，外环线以外的
农村为养犬一般管理区。

携犬出户必须牵绳，粪便必
须及时清理
对于养犬人日常的行为规范，养

犬管理条例规定：携犬出户时携带养
犬登记证，由成年人用束犬链牵领，并
应当避让他人，特别是避让老年人、残
疾人、孕妇和儿童；因检疫、诊疗等特
殊情况携犬出户时，将犬装在犬笼内，
不得牵领。
在重点管理区携犬出户时，携犬

人应当及时清除犬排泄的粪便。不得
虐待、遗弃所养犬。不得妨碍、侵害他
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干扰、影响相邻居
民的正常生活。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规定，携犬出户
未使用束犬链牵领或者未采取其他安全
措施的，由公安机关处一百元以上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犬只。未
及时清理犬只在公共区域排泄的粪便
的，由城市管理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
元以下罚款。

不得携犬进入市场、公园等人
员聚集公共场所

养犬管理条例规定：不得携犬进入
市场、商店、商业街区、饭店、公园、公共
绿地、学校、医院、展览馆、影剧院、体育
场馆、社区公共健身场所、游乐场、候车
室和其他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不得携
犬乘坐除客运出租车以外的公共交通工
具，携犬乘坐客运出租车时须征得驾驶
人同意。
携犬乘坐电梯的，应当避开乘坐电

梯的高峰时间，并为犬戴嘴套或者将犬
装入犬笼、犬袋。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业主委员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禁止携犬进入电梯的时间。

犬伤人，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
侵权责任
《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篇，专门用一

章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对动物饲
养人或管理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了详细
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特别规定

了以下2种情形下不能对宠物主进行减
责或免责：第一，宠物主违反管理规定，
没有对宠物采取相关安全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未注射疫苗、遛狗没拴绳等），从
而造成他人损害的，宠物主应当承担责
任。第二，宠物主饲养的宠物为禁止饲
养的烈性犬造成他人损害的，宠物主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
减责或免责。
《民法典》在养犬方面凸显了责

任导向，即只要宠物主没拴狗绳、没
打疫苗、没对宠物采取安全措施，不
管是谁先动的“手”，宠物主都必须承
担责任。

组别

市委巡视一组

市委巡视二组

市委巡视三组

市委巡视四组

市委巡视五组

市委巡视六组

市委巡视七组

市委巡视八组

市委巡视九组

根根据巡视工作条例规定，市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其他市管干部及下一级主要负责人有关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由被巡视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市委巡视组每天受理电话的时间为8:00—18:00，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1年9月12日。

组长

赵金存

杨培骥

苏金波

李建军

邓庆红

刘庆纪

王秉贵

项文卫

张永新

被巡视单位
市水务局
市合作交流办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市医保局
市委国安办
市商务局
（一并巡视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

市政协机关

市退役军人局
市财政局
市审计局
市卫生健康委
（一并巡视市第一中心医院、市第三中心医院、市人民医院、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市中医药研究院、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市交通运输委
（一并巡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市港航
管理局）
市市场监管委
（一并巡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市知识产权局）
市体育局
市民族宗教委
市应急局

值班电话

58112877

59086641
59086642
88290520

88290935

24205536

24205526

27300091

27862933

23110727

58291021

58291023
28362199
28362099

短信手机

18322490226

15822450847
15822335147
17695920761

17602233516

18222992827

18222416625

18322021427

18222837411

18812671507

18322275464
18322543402
15902261504

邮政信箱

天津市第A01426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8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255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5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4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7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015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1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256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014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30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2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第A01423号邮政专用信箱
天津市和平区A01429号邮政专用信箱

（上接第1版）把督促做到“两个维护”作
为根本任务，接力中央巡视，聚焦党组
（党委）职能责任和主责主业，紧盯“一把
手”和领导班子，强化政治监督。重点监
督检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
央、市委决策部署情况，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战略部署情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
路线情况，落实巡视、审计等监督发现问
题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检
视问题整改情况，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
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十四五”开
好局起好步，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大都市新征程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各巡视组组长在进驻动员会上

强调，市委开展这次巡视，是对市级机关
的政治关心和政治爱护，是推动党组（党
委）履行职能责任，践行新发展理念，落
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被巡
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守初心使
命，勇于自我革命，把接受巡视监督作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和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检验。

各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表
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
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
支持配合市委巡视组工作，自觉接受监
督，主动查摆问题，与市委巡视组同题共
答、同向发力，共同完成好巡视任务。

本批巡视期间，同步开展选人用人
和机构编制纪律、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巡察工作专项检查。
十一届市委第十轮第一批巡视进驻

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

十一届市委第十轮
第一批巡视全部进驻

（上接第 1 版）关于提请审查批准
2021年市级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草
案的议案；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实施情
况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在主任会议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贾凤山就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
和日程安排作了汇报。市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部门负责同志就常
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有关议题作了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浙闽、梁宝
明、王小宁、李虹出席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六十五次主任会议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强化责任制落实各环节责任
（上接第1版）一是组织相关专业力
量，调集资金和物资，支持帮助河南
全力抢险救灾，做好遇险人员搜救、
伤员救治、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遇难

者善后等工作。二是加大对重点地区
防汛抗灾的支持，增派人力，备足物
料，加强对大江大河、小型病险水库等
水利工程堤防严密巡查和除险。做好

交通设施应急预案。防范城市内涝和
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三是加强气象监
测预警，做足防范异常天气可能导致
灾害的各项准备，该避险的避险、该
撤离的撤离，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
保障群众安全、减少灾害损失，确保
安全度汛。

十一届市委第十轮第一批巡视进驻信息一览表

划重点——

文明养犬要严守这些“规矩”

深度研判产业动态积极接洽服务招商
——二季度重点项目擂响战鼓蓄势聚能

■本报记者陈璠米哲

武清区铁科院年产1800万件高铁
设备及配件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市场垄
断，一期建成运营期内税收超亿元；绿地
全球商品贸易港（天津）先行馆内，阿根
廷手工牛皮制品、英国丹侬骨瓷、捷克水
晶制品等来自五大洲十余个国家的上千
种商品琳琅满目、摆满货架；旗滨集团高
端节能玻璃项目，综合运用国际先进镀
膜生产及工艺技术，建设国内重要的三
银低辐射镀膜玻璃供应基地……
在我市举行的二季度重点项目现场

办公活动中，参会同志边走边议、深入思
考，在听取项目介绍的同时，研判产业发
展态势，结合自身区情，找准对接契合
点，积极接洽上下游企业。
“这次观摩的6个重点项目，涵盖了

智能制造、高端装备、科技研发等领域，
项目质量高、潜力大。”滨海新区区长杨
茂荣说，“上半年，滨海新区有350多个

项目开工，总投资4000多亿元。我们
要坚持项目为王理念，继续紧盯招商
引资，争取引进更多总部项目。为此，
我们成立了工作专班，着力解决项目
落地建设开工中遇到的问题，推动尽
快竣工投产达产。”
“我们更加坚定抢抓京津冀协

同发展机遇、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
信心，更加坚定坚持制造业立市、发

展实体经济的信心，更加坚定提供优
质营商环境、用心服务项目的信心。”
西青区区长白凤祥说，上半年西青区
新开工34个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项
目，已实施77亿元投资。我们要加
大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建设力度，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制造业立市作
出更大贡献。
静海区区长金汇江说：“二季度重

大项目集中开工充分展示了天津发展的强
大后劲。静海区将以循环经济和中日产业
示范园区等重要平台为依托，狠抓深耕北
京、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资源，重点抓好
协和医院天津附属医院、健康产业研究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生院以及儿童医院、
口腔医院等综合医院项目建设。”
“这些项目无论在技术水平、投资强

度、规模能级还是比较收益方面都体现出
高质量的特征，体现出我市制造业立市的
战略部署。”和平区区长郑伟铭说，和平区
地处中心城区，主要发展服务业。我们要
大力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生活性
服务业，为实现制造业立市的目标服务，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服务。

风雨同舟津城驰援灾区

天航为郑州旅客免费办理机票退改
列车车票30日内可办全额退票手续

多所高校开通临时困难补助绿色通道
学生家中受灾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抗洪保电 大容量应急发电车队随
天津电力保障人员出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