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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雪）日前，西青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区选举委员会主任
王洪茹主持召开西青区选举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
选举委员会副主任肖培芝、谢华生、张
一谋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西青区《关于区、镇
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实施方案》《关于选
举区、镇人大代表选民参选若干问题
的意见》《关于做好选举区、镇人大代
表选民资格审查工作的意见》《关于做

好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的意
见》。宣布西青区选举委员会各工作
组职责及人员名单。

会议指出，人大代表选举是一项
政治性、法律性、政策性、程序性都非
常强的工作。各工作组成员要牢固树
立大局意识和协作意识，认真履行职
责，既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相
互支持、密切配合，确保人大代表选
举各项工作顺利有序推进、圆满完
成。

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审议《关于区、镇人大代表选举工作实施方案》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作为西青
区今年民心工程之一的精武镇付村中
学迁建项目备受各界关注。据悉，迁
建后的付村中学将改名为精武中学，
并于9月投入使用。

精武中学位于西青区精武镇迎水
南路东侧，乾华道北侧，总建筑面积
31000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24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
主要包括4个单体建筑和1个地下车
库。可提供约2000个学位，较老校区
新增学位800余个。

据了解，精武中学分为教学行政
区、食堂后勤区、体育运动区等。

各分区以动静结合合理布局，教
学行政区包含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及
报告厅，5层教学楼不仅能满足教学
要求，还充分考虑到学生的身心需
要。教室采光充足，室内照明一律采
用LED护眼灯，同时计划在教室后侧
设有储物柜，方便学生日常学习生
活。综合实验楼共5层，设置物理、化
学、生物等实验室，极大满足广大师生
教学需求。报告厅装修体现高标准、
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可同时容纳
700余人。

学生食堂共3层，1层为操作间，
2-3层为就餐区。体育运动区拥有八
道400米标准环形塑胶跑道体育场和
约500㎡的室内篮球馆。

校区的建筑物四周、道路两侧、运
动场周围以带、面结合的形式进行绿
化布置，整个校园生机勃勃，青春盎
然。完善的设施条件，优美的校园环

境让孩子们可以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好
的、更优质的公办教育。

记者 夏颖 马其杰
通讯员 张璐 卫刚

西青区精武中学将于9月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王雪 岳磊）日前，
西青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市委
部署要求，分析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研
究部署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西青区委
书记李清，区政协主席苑树发，区委副
书记齐中波等出席会议。

李清传达了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暨市防控领导小组和指挥部会议精神，
并宣布关于调整西青区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指挥部的通知。
李清强调，各街镇、各部门、各单位

要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高度紧张起来，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
理，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区委
部署要求上来，认真落实好市、区指挥
部制定的防控举措，坚决织密织牢防控
网络。同时，要提高群众的防护意识，
压紧压实单位主体、家庭和个人自我防
护责任。要坚决堵住工作漏洞，紧紧抓
住变异病毒可能输入的环节，升级措
施、加大力度、精准防控，严格重点人员
健康管理，全面启动落实“健康码”和
“接种码”检查，强化重点人员检测和管
理，严格医疗机构规范管理，切实扎牢
全力防控的铜墙铁壁，确保万无一失。
要坚决落实政治责任，切实形成全力防
护的政治格局，全区上下“一盘棋”地
干，“分工明确”地干，“拧成一股绳”地

干，层层压实责任，加强组织领导，调动
一切力量、资源，精心组织、尽锐出战、
强力推进。广大党员干部要咬紧牙关、
再鼓干劲，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
行，全力以赴落实好防控责任，同时，要
继续全力推进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一
步强化思想发动、摸底排查，全力加快
疫苗接种进度，尽快扩大接种覆盖人
群，构建高质量的免疫屏障，坚决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切实保障全区人民生
命健康安全。

齐中波对全区疫情防控工作进行
总结部署。他强调，各街镇、各部门要
做好防大疫的思想准备，区、镇两级指
挥体系要确保健全、高效、权威，做到反
应快、响应快、决策快、处置快；要第一

时间开展重点地区、重点人群、重点场
所的排查和管控，确保排查协查数据早
推送、早排查、早反馈、早处置；要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教育引导广大
群众规范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要
加密接驳、隔离点工作人员及冷链、医
护人员等重点行业人群的检测频次；要
充分发挥医疗机构、药店的哨卡作用，
及时发现上报可疑病例；要细化工作方
案，做到人员明确、职责明确、闭环管
理；要调整力量，做足准备工作，确保物
资、人员、隔离点等准备充足，为疫情防
控提供有力支撑。

区委常委于强、王冰、李桂强、梅来
昌、杜全胜、张建华出席会议，副区长高
艳、张海英列席会议。

西青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会议召开

始终绷紧防控弦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
本报讯（记者 王雪 田建）日前，

西青区召开“1010”工程项目推动会，
总结前一阶段工作进展，分析研判存
在的问题，推动工程项目尽快落实落
地。区委书记李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凤祥主持会议。
区委副书记齐中波，区领导于强、李桂
强、谢华生、陈力予、张海英、高向军出
席会议。

李清说，在“十四五”时期，西青
区组织推出“1010”工程项目，在重点
片区、产业园区、科技创新、先进制
造、精品商圈等十个方面，重点实施
一百个项目，为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城提供有力支撑。全区上下要
深入落实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切
实提高政治站位，牢牢把握“十四五”
发展目标，切实增强做好“1010”工程
项目的责任感、紧迫感，推进“十四
五”发展规划与重点项目布局同步落
实、同步见效。

李清强调，各单位和部门要进一
步压实责任，强化措施，对未开工项
目做到紧盯不放、跟踪服务，争取早

日开工；对进度滞后的项目深入调
查、找准症结，采取进一步措施补足
工作进度；对一些尚未启动项目的
“棘手”“瓶颈”“梗阻”环节要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寻求突破点，
争取项目早日启动。在政策协调、
资金、土地、环境等要素保障上主
动做好跟踪服务，助推项目建设开
足马力。要严格把控“投资控制、
资金监管、工程质量、安全生产、文
明施工、廉政建设”等关键环节。
要做好项目跟踪服务，推深做实全
区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支持企业改革
发展的一系列服务机制，让广大企业
享受更加便利的政务服务，确保快速
推进项目进度。

会议听取了西青区发展改革委
关于“1010”工程项目整体推动情况
的汇报及区发展改革委、区工信局、
区科技局、区住建委、区商务局关于
“1010”工程各分管领域的进展情
况、存在问题及下一步打算的汇报，
并针对存在的瓶颈问题进行了交流
讨论。

西青区召开“1010”工程项目推动会

细化分工强服务 开足马力快推进

本报讯（记者 张丽璇 贾义清 田
建）日前，西青区委书记李清，区委副
书记、区长白凤祥分别带队深入一线
开展“夏送凉爽”慰问活动，为一线工
作人员送去防暑降温用品，并提醒他
们要注意防暑降温，确保高温天气安
全作业。

李清先后来到西青区城管委环卫
队、公安西青分局交警支队、杨柳青镇
新冠疫苗接种点、张家窝镇民心工程
商务科技楼宇项目现场，慰问在高温
天气下依然坚守工作岗位的环卫工
人、交警、防疫人员、建筑工人，为他们
送上一份关怀。

李清详细了解了一线工作人员
的工作环境、生活情况，对一线工作
人员在提升城市环境面貌、确保群
众出行安全、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推

动重点项目顺利实施等方面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叮嘱他们要合理安
排工作和休息时间。她要求各相关
单位要加强对一线工作人员的关心
关注，深入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
及时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高温
下安全作业。

白凤祥先后深入西青区运管局镇
南公路站、中汽（天津）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及精武镇新冠疫苗接种点，实地
察看一线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环境，
详细了解公路养护建设、企业发展、疫
苗接种等情况，送上清凉解暑慰问品，
并叮嘱他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自
我防护。同时希望相关部门要把各项
工作做细做实，切实给予关心爱护，免
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西青区领导杜全胜、张一谋参加。

区领导深入一线开展“夏送凉爽”慰问活动

落实各项保障确保高温作业安全

向群众汇报·请群众阅卷

日前，西青区举办“探索科
学奥秘 畅享智慧空间”数字文
化活动，以灵活、趣味、互动的方
式，引导孩子们用科学思维和创
新意识积极探索未来。在西青
区图书馆，文化志愿者们向孩子
们介绍了数字体验区的设备，并
指导他们戴上 VR头盔，操作
VR手柄进行体验；与智能机器
人进行互动，在寓教于乐中感受
科技的魅力。

王艳 杜潇扬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丽璇 田建）日
前，西青区委书记李清带队深入有关
街镇调研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副
区长涂强参加调研。

在张家窝镇杰盛里菜市场，李清
看到每个摊位前均放置了小型垃圾
桶，她上前与商户进行交流，了解垃圾
分类情况及商户对于垃圾分类工作措
施的理解。在菜市场的垃圾房，她详
细察看了厨余垃圾处理设备的运行情
况，听取了垃圾分类指导员相关情况
汇报。

在精武镇付村厨余垃圾处理中
心，李清察看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指
引，了解了智能餐厨废弃物就地处理
设备操作流程，询问了区域厨余垃圾
收集率及处理情况，听取了工作人员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创新举措的汇报。

在中北镇垃圾转运站，李清了解
了厨余垃圾、其他垃圾转运车配置、使
用情况，察看了垃圾二次分拣车间，听
取了负责人垃圾压缩处理、异味中和
等情况的汇报。

李清强调，要提升群众垃圾分类
意识，加强教育引导，强化知识普及，
做好垃圾分类指导，从源头上为有效
开展垃圾分类工作打下坚实基础；要
关注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各个环
节，探索市场化运行方式，做好车辆、
智能化设备配置工作，规范垃圾分类
处理流程；要注重可回收垃圾的有效
利用，充分利用再生资源，促进碳达
峰、碳中和；要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
作方案，创新工作举措，完善考核机
制，建立奖惩制度，深化执法监督，全
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落实见效。

区领导调研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

提升环保意识 强化知识普及

日前，西青区开展防护消杀专
题培训，为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
工作人员规范日常工作行为，确保
做好自我防护，切实提升工作质量，
为全区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培训邀请了区疾控中心的专家
从防护服穿脱及注意事项、消杀相
关知识等两个方面进行了细致地讲
解。专家为大家演示了个人防护装
备穿脱步骤，邀请参加培训的人员

代表进行亲身体验，并反复对手卫
生、医疗废弃物收集等注意事项进
行强调。专家还详细讲解了消杀工
作的概念与原则、常用消杀方式及
常见污染对象的消毒方法。

区疫情防控隔离保障组、接
驳转运组工作人员及公安处置队
队员、新闻工作者等近百人参加
培训。

张丽璇 田建 摄

本报讯（记者 王雪 岳磊）日前，
区长白凤祥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0次
常务会议，副区长高艳、涂强、张海英、
马杰出席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一谋、区政协副主席高向军应邀列
席会议。

会议听取关于对照中央法治督
查反馈的部分地区主要问题开展自
查有关情况的汇报及西青区2020年
度行政败诉案件分析情况的汇报，安

排部署西青区法治政府建设和中央
法治督察迎检工作；审议并原则通过
《关于新成立和调整区政府议事协调
机构的通知（送审稿）》《西青区公共
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送审稿）》
《西青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
系建设方案（送审稿）》《西青区加快
推进智慧平安社区建设工作方案（送
审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区政府召开第150次常务会议
审议《西青区公共租赁住房运营管理办法》等

●为加强疫情防控，使全区影
院、书店安全规范运营，日前，西青区
领导深入到杨柳青镇莱莱书店、起森
书店、中北镇保利万和影城和李七庄
街万翔影城，对疫情防控措施、图书
音像制品内容、企业安全管理制度、
消防设施设备、疏散通道等情况进行
逐一检查，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部分

问题，要求相关责任人及时整改到
位，消除安全隐患。 (曲美娜)

●日前，西青区人大常委会组
织部分人大代表对全区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进行座谈调研，听取全区
2020 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
告的汇报；全区2020年企业国有资

产管理情况的汇报。 (侯月晨)

●日前，西青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部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区人大代
表，实地察看西青区生活垃圾综合处
理厂、舒驰容器有限公司等单位，对全
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天津市生活垃

圾管理条例》情况进行执法检查，并结
合检查情况，从加大宣传力度、规范管
理体制、严格执法检查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和建议。 （李杉）

映像西青·荷风韵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