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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碳达峰”和“碳中和”？

碳达峰是指我国承诺2030年
前，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
到峰值之后逐步降低。

碳中和是指企业、团体或个人
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然后通过植
物造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
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
二氧化碳“零排放”。

为什么要提出碳中和？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
问题，随着各国二氧化碳排放，温室
气体猛增，对生命系统形成威胁。

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以全球协
约的方式减排温室气体，我国由此
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此外，我国作为“世界工厂”，
产业链日渐完善，国产制造加工能
力与日俱增，同时碳排放量加速攀
升。但我国油气资源相对匮乏，发
展低碳经济、重塑能源体系具有重
要安全意义。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社
会碳减排，主动顺应全球绿色低碳
发展潮流，积极布局碳中和，已具
备实现碳中和条件。

实现碳中和，我们能干点啥？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和我们每
个个体都息息相关。及时关电
脑、打开一扇窗、自备购物袋、种
一棵树……只要你学会做减法：
减排、减污、减负、减欲、减速，就
能为碳中和、碳减排贡献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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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开展平安铁路“清朗行动”集中宣传活动

提升群众爱路护路意识

本报讯（记者 王彤）近日，中国世界
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李铭林一行到津
南区调研考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于瑞均参加。

李铭林一行实地参观了海棠众创大街
展示厅、中天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海河
教育园区、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以及国家
会展中心（天津）等点位并召开座谈会。

会议指出，近年来，津南区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对津南的新定位新要求，抢
抓历史发展机遇，瞄准绿色高质量发展，
咬定目标，抢拼赶超，全力推动“三区”建
设，持续提升民生福祉，经济社会发展呈
现良好态势。下一步，围绕数字经济和数
字贸易等内容，依托国家会展中心（天
津），津南区将在相关行业展会、交流活动
等方面寻求机会，与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会展开有益行业发展、创新的合作。

本报讯（记者 张镡丹）为进一步推动
教育系统校科级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
担当尽责，日前，津南区教育系统在津南区
委党校举办第55期校科级干部学习班，提
高校科级干部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

本次学习班为期三天，学习内容主

要涉及学校管理、师德师风建设、校长的
综合素养和办学效能等方面。区教育局
机关科级以上干部，教师发展中心、教育
综合服务中心和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科级
以上干部，基层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第三
期中青班学员参加了本次学习培训。

区政协督办农业农村工作重点提案

津南区集结多方力量支援河南

“豫”你一起 风雨同舟
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 唐文博 鲁

瑾）近日，河南省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
强降雨天气，多地出现内涝洪水，受
灾严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河南
洪灾也牵动着津南人民的心。灾情发
生后，津南多部门和爱心人士迅速驰
援，集结多方力量，奉献爱心。

为保障当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
第一时间集结人员、车辆、装备，全力驰
援郑州。从配电运检室、变电运检室、
咸水沽供电服务中心和产业单位紧急
抽调数十名专业技术骨干，加入支援队
伍，赶赴现场开展电力保护、高压试验、
电缆抢修、配电工程建设等工作。从7
月21日起，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南
供电分公司已先后派出了三批援助队
伍驰援灾区，包括专业维修人员72人、
抢修发电车辆14部、工机具40余类近
400件。力保第一时间恢复受灾地区
电力安全供应。
灾情面前，尽显企业担当。荣程集团

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安排支援2000万
元。50余名荣程青年组成“荣程志愿团”，
昼夜奋战，根据灾区一线需求，以最快
速度筹集饮用水、食品、皮划艇、冲锋
舟、救生衣、帐篷、救援叉车等抗洪抢险
紧急物资，全力以赴驰援河南灾区。截
至目前，累计27余万件抗洪抢险急需
物资送达郑州市、周口市，为驰援灾区
和灾后重建贡献了企业力量。

津南区天津赛维阳光科技有限公
司在灾情面前同样扛起使命担当，派
出抢险队连夜出发驰援受灾严重的郑
州市、巩义市，自带排水设备紧急排
水，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
时，公司还向芝田镇捐赠了排洪设备
3台，总价值150万元。770公里，这是
津南区到巩义市的距离；300万立方米的
紧急排水，这是赛维阳光抢险队的救援任
务；8个小时星夜驰援，这是津南企业的
大爱与担当。

河南新乡是此次受灾比较严重的地
区，在了解到当地群众饮用水和食物紧
缺后，津南区“暖馨”爱心志愿者联盟立
即启动爱心资金，筹集了1000箱矿泉水

和500箱方便面，集中运往新乡。同时，
8名爱心志愿者也一同前往当地，协助分
发物资，开展志愿服务，为受灾群众带去

津南人的关心和关爱。联盟负责人介绍
说：“河南新乡的灾情牵动大家的心，这
是我们运送的第一批物资，后续还会根

据当地的情况，有针对性地继续采买、运
送，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第一时间送什
么，这也是我们全体队员的心意。”

集结人员及车辆、装备驰援郑州 唐文博 摄

救援物资整装启运 荣程 摄

本报讯（记者 周茹涵）为提升辖区铁
路沿线群众爱路护路意识，近日，津南区
在小站镇开展平安铁路“清朗行动”集中
宣传。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魏胤出席。

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向
群众普及铁路安全常识，讲解铁路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告诫群众严禁攀爬钻越
铁栅栏、严禁在铁路上放置或投掷物
品、严禁破坏铁路设施等。此次活动提
高了广大群众的铁路安全意识及爱路
护路的自觉性，为铁路护路联防工作营
造了良好氛围。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一行到津南区调研

吸引更多数字经济落户津南

本报讯（记者 张鸾）近日，津南区政
协组织区农业农村委部分委员就“关于
培育壮大我区种业影响力的建议”进行
重点提案督办，并就“全面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加快推进数字乡村试点建设”
开展对口协商。副区长马明扬、区政协
副主席马春连参加。

委员们先后视察了西小站村水
稻种植区和小站稻三产融合绿色生

态示范项目，听取区农业农村委、区
委网信办、区国资委等相关部门关于
提案落办情况以及加快推进数字乡
村试点建设情况的汇报，并分别从提
升稻种品质，尝试多种营销手段、扩
大市场占有率，加大农业产品风险评
估，持续扩展益农信息社服务项目、
打造数字乡村特色亮点等方面提出
建议。

区教育系统举办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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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当前是紧抓
防汛工作的关键时期，一段时间以来，津
南区水务局坚决扛起防汛排涝职责，一支
支工作队坚守在泵站、闸涵一线，战高温、
抵风雨，用不间断的巡查维护，力保汛期
设备运行正常，全区水系畅通，排涝有力
有序。

东沽泵站是大沽河最终的泵站，全区
大部分的雨水和经过处理的污水都由此
排入渤海，从汛期开始到目前为止，泵站
已开启1600余台时，排水约3700万立方
米。来到东沽泵站，维运人员李铁羽和同
事正在做开泵前的设备排查，每台水泵逐
一检查过来，大家的额头已经开始滴汗。
虽然设备安装在室内，但7台水泵如果同
时开启，周围温度可达到40多度，这样的
高温炙烤对每个人都是挑战。特殊环境
锻造了一支“耐高温”的特殊队伍，李铁羽
和同事们始终用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每
一次巡查维护，力保设备运行安全。李铁
羽告诉记者：“泵站的工作人员24小时在
岗在位，汛期如果有强降雨或者水务局有
调令，我们必须及时作出反应，泵开得时
间太长，我们要随时关注电机的温度，检
测设备的电流、电压，避免出现问题。交

接班的时候，所有设备都要再巡视一遍，
设备的运行情况都要讲清楚，确保衔接不
出纰漏。”除了做好设备维护，巡查队员们
还要重点关注“水质”，人工与机器相配
合，及时清除水中的污垢、杂草，确保排水
通畅，水质达标。

在全区大大小小的泵站，都有一
支这样的巡查维护队伍，每日面对重
复的工作，他们没有倦怠和松懈，始终
严守着每一道防线。除了守护泵站的
安全运行，他们还护卫着33座闸涵的
畅通安全。

地处海河教育园区的五登房平交
闸，连接着幸福河和卫津河，在汛期可
以起到挡水、泄水的作用，有效控制河
道水位。谭建峰和同事正在对这里进
行每日巡查，启闭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电器线路是否存在隐患，这些都是重点
查看的事项，他们也随车携带了发电机
和主要备品备件，一旦发现问题，立即
维修解决。谭建峰说：“汛期是特殊时
期，我们上紧发条，全员上阵，每天都要
对33座闸涵巡查一遍，大到电气设备，
小到零件螺丝，确保每个环节不出问
题，真正做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本报讯（记者 张鸾 周茹涵 通讯
员 蔡畅达 崔智强）乡村振兴，产业先
行。今年，津南区葛沽镇大力发展特色
农业，推动村集体经济、庭院经济发展
壮大，村民收入节节攀升。

盛夏七月，正是西瓜成熟的季节。
在葛沽镇九道沟村的西瓜地里，一个个
油亮亮、圆滚滚的西瓜“躲”在茂盛的瓜
藤下面，惹人喜爱。凭借着得天独厚的
自然条件，“九道沟西瓜”个大饱满、爽
口甘甜、水分充足，深受市场青睐，成为
葛沽镇一大特色农产品品牌。

九道沟村农业负责人郗胜利告诉
记者：“我们种了300亩地的西瓜，亩
产达1500公斤左右，一亩地净赚1000
块钱。”

除此，九道沟村还积极探索“套种”
模式，在西瓜地里套种玉米，不仅可以增
加一部分收入，玉米宽大的叶子还可以
为西瓜遮挡阳光，成为烈日下天然的“保
护伞”。

在葛沽镇实得农业种植合作社
的200亩稻田里，种植户通过色彩搭
配，用 15 亩彩色水稻组成了五星红
旗的图案。其中，该合作社还种植了
40亩葛沽红稻。有着近 600 年历史
的葛沽红稻，经过 3年恢复种植，产
量逐年增长，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一
条新路径。
“红稻价值高，营养也丰富，铁、

钙含量也非常高，但是产量低，一亩
地产量只有500斤左右，普通的水稻
能达到 1000 斤左右。在价格上，普

通稻米一斤有五、六块钱，而红米能
达到十五到二十块钱，总的价格要高
于普通的稻米。”实得农业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武庆树说道。

近年来，葛沽镇积极为农户申报各
种补贴，推行从农户到市场的运作模式，
支持农户发展特色产业，极大地调动了
当地农民种植特色农作物的积极性。

葛沽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郭继强
介绍说：“现在，我们通过抖音等网络平
台进行宣传，让更多人知道葛沽红稻营
养丰富、葛沽西瓜爽口甘甜，打通销售
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走进津南区八里台镇葡萄基
地——南义村，一串串晶莹剔透的葡萄
正处于从浆果期向膨果期过渡的关键
时期。今年的南义葡萄种植面积将近
300亩，得益于农户们丰富的田间管理
经验，葡萄长势良好，将于7月底陆续
成熟，预计亩产量可达5000斤，8月份
起将面向游客开放采摘。
“今年，我们能保证5000斤的产

量，主要是因为雨水和阳光都非常充
足。我们及时对藤蔓进行“摘心”，让树
体营养分配更均衡，对弱枝和一些病虫
危害枝进行了修剪，保证葡萄的质量和
产量。”提到即将到来的大丰收，葡萄种
植户张海亮喜悦万分。
“去年，我们通过举办葡萄节嘉年

华、推介会等方式，帮助农民销售葡
萄。今年，除了延续去年的活动之外，
我们还将引进‘书记带货’这种新模式，
帮助农民增收致富。”八里台镇南义村
相关负责人赵若萌介绍说。

津南区特色农业助农增收

盛夏瓜果正飘香

诱人的南义葡萄吸引游客前来 崔智强 摄

津南区水务工作者筑牢汛期安全堤

坚守一线护卫水系畅通

筹集救灾物资发往河南 刘文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