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责编：李全馨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27期3D开奖公告

4 9 0
天津投注总额：568834568834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114注
363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12 2201 152017 16+26

第2021098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959193元
奖等 全国中奖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0注
4注

132注
352注
3612注
6943注
39937注

0元
34256元
2076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3857942元

本报讯（记者孟若冰）昨天，是全
国第五个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加强残
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昨晚，市残
联联合我市多部门，在天塔举行了残
疾预防宣传活动，把主题宣传推向了
高潮。现场，“人民英雄”、中国工程院
院士张伯礼，“时代楷模”“改革先锋”
张黎明，全国劳动模范孙长亭，奥运冠
军魏秋月，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马志明等助力残疾预防
宣传语，在天塔塔身循环播放，引得市
民纷纷驻足观看，起到了良好的传播
效果。

为进一步强化注重残疾预防、促
进全民健康理念，市残联、市委宣传
部、市委网信办等15个部门联合发文，
共同行动，连日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了各类宣传教育活动，打出了别开生
面的宣传“组合拳”。包括市交通运输
委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通过在地铁、公
交PIS屏、场站LED显示屏滚动播放
残疾预防核心知识、宣传口号、图片和
视频，在宣传栏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
推动残疾预防知识在市民中广泛传
播；市残联组织专业人员为小学生家

庭讲解残疾预防科普知识，引导孩子们
成为自己和家庭的“健康小卫士”。
通过宣传普及，使市民了解到有效

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的方法，
远离烟酒，远离有毒有害物质，不偏食，
补叶酸，科学补碘，合理控制体重，孕育
健康宝宝。树立残疾预防人人有责意
识，合理膳食，少油、少盐、少糖，多吃蔬
菜水果，坚持运动，吃动平衡，关注血压、
血糖、血脂变化，定期体检，及早发现疾
病，及时治疗，着力防控疾病致残；照看
好儿童，防止溺水、跌倒、坠落等伤害，遵
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预防交通伤
害，努力减少伤害致残。
近年来，我市为有效减少残疾发生，

控制残障程度，提高人们生活质量，采取
了一系列有效举措。组织实施《天津市妇
女儿童健康促进计划（2013—2020年）》，
涵盖母婴安全、缺陷控制、妇幼健康三大
领域，实施20项政府惠民项目，累计覆盖
2500余万人次，各项疾病检出247万人
次。“十三五”期间，市残联每年出资1000
余万元，配合卫生主管部门开展出生缺陷
筛查和早期干预。截至2020年年底，我
市孕前健康检查率达96.04%，产前筛查

率达97.63%，新生儿及儿童残疾筛查率
达98.96%，有康复需求的新生儿及儿童
残疾干预率达100%。设立多种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项目，建立我市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孤独
症儿童康复服务的实施意见》，为残疾儿
童提供早期康复服务。开展残疾人精准
康复服务，组织实施各项残疾人康复服务
项目，5年累计服务残疾儿童和持证残疾
人21.37万人次。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把残疾人健

康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深化残
疾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办好残疾人心
理咨询热线，做好残疾人健康状况评估
调查。实施《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提升
计划（2021—2030年）》，制定实施《天
津市实施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
2025年）方案》，加强出生缺陷防治、慢
性病预防干预、社会心理服务和社区心
理干预、防盲治盲和防聋治聋、安全生
产和交通安全等方面重点防控工作。
同时，制定实施《天津市残疾儿童康复
救助服务管理办法（试行）》《天津市残
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办法》，提
升康复服务质量。

我市加强残疾预防促进全民健康
截至2020年年底，有康复需求的新生儿及儿童残疾干预率达100%

本报讯（记者 徐丽 通讯员 王艳水)
8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和市人大代表对我市知识
产权审判工作进行视察，监督和支持人
民法院进一步做好知识产权审判工作，
为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
告做好准备。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浙
闽参加，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陪同。
视察人员实地察看了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互联网法庭和执
行指挥中心；听取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
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和平区人民法院
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围绕
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法官队伍建设

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建议。
陈浙闽指出，在市委领导和最高人

民法院指导下，我市法院充分发挥审判
职能作用，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要充分认识知识
产权案件政治性、专业性、敏感性和辐射
性强的特点，进一步增强做好知识产权
审判工作的自觉性和紧迫感。要做到自
觉服务大局、坚持改革创新、积极协调配
合、加强宣传引导、主动接受监督，进一
步开创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新局面，为天
津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和建设创新型
城市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吴跃萌）
8月23日，市工商联召开十四届九次常
委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工商联
十二届七次常委会议精神，总结今年以
来工作，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出席并讲话。
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黎昌晋作
工作总结部署。
冀国强对各级工商联和商会组织为

促进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
我市“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所做
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广大民营

经济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始终做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高
度统一，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胸怀“国
之大者”，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做爱国敬业、守
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为
促进共同富裕发挥更大作用。要深入贯
彻中央和市委关于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
部署要求，充分发挥各级工商联和商会
组织桥梁纽带和助手作用，凝聚民营经
济人士思想政治共识要有新作为，引导
民营企业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有新担
当，建设“民营经济人士之家”要有新成
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
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记者陈璠）8月24日，我市
召开2021年度节能工作推动会暨节能
宣传周启动活动，通报能耗“双控”目标
完成情况，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
务。副市长周德睿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我市坚持把节能降碳作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十三五”期间，全市能耗强
度累计下降19.1%，连续五年被评定为
超额完成等级。各区各部门认真落实部
署要求，各司其责、协力推进，有力推动
了全市节能工作开展和目标任务完成。
会议强调，节能工作是贯彻新发展

理念，倒逼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
要手段，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紧盯年度

目标，扎实推进工作，确保完成各项目标
任务。要压实节能目标责任，强化评价
考核和结果运用，将节能目标任务融入
到各行业各领域系统推进，推动园区能
源资源梯级利用、循环利用。要坚决遏
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严控新增产量，
建立在建台账，深挖存量“两高”项目节
能潜力。要强化管理能力建设，加强节
能信用信息管理、执法检查，持续完善财
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措施，增强企
业节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加强教育
宣传，广泛开展多种形式主题实践活动，
在全社会持续营造良好氛围，全面推进
绿色低碳转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韩雯通讯员高军平）
8月25日，市检察院召开全市检察工作
推动会，对推动检察工作“大提升”、做好
当前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市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宫鸣出席并讲话。
宫鸣指出，今年是全市检察工作“大

提升”之年，实现“大提升”“创一流”，必
须坚持补短板与锻长板“齐头并进”，进
一步强化责任感和紧迫感，以强有力的
组织领导、苦干实干的奋斗姿态、求极致
的专业精神，做强每一项业务、办好每一
起案件，以扎扎实实的具体行动把各项
检察工作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要重事
功、练事功、善事功，以“大提升”的志气、
“破难题”的韧劲和“补短板”的自觉，乘

势而上、接续用力，推动“三年争创”目标
如期实现。要加强科学管理，坚持向管
理要规范化、公信力，注重运用先进的管
理理念和体系，促进检察人员履职尽责，
提高司法办案质效。要发挥“关键少数”
作用，切实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
责于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带动
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宫鸣强调，要全力抓实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检察队
伍教育整顿、疫情防控、年度目标任务落
实、基层检察长换届等五项重点工作，加
强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注重统筹兼
顾、协调联动，确保全年目标和当前重点
任务圆满完成。

本报讯（记者 徐丽)近日，市人大常
委会组织市人大代表分10批次专题视
察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
代表们先后来到津南区八里湾核心

生态区和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小泊生态
区，在听取了津南区、西青区负责同志对
生态区内村庄搬迁、退渔还湿、植树造
林、水系连通、栽植地被、生态修复、高标
准农田改造等情况的介绍后，为绿色生
态屏障建设取得的重要阶段性进展倍感
震撼、备受鼓舞，更加牢固树立了“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代表们一致认为，建设绿色生态屏障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打造
“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构建城市

生态廊道的重要举措。大家纷纷表示，
要发挥好联系群众的纽带作用，深入宣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大限度地把群
众的思想和行动凝聚起来，按照市委部
署要求，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
发挥好依法履职的主体作用，紧紧围绕生
态环境领域立法、监督工作，加强调查研
究，深入思考问题，提出具体化、可操作的
意见建议，体现人大代表的责任担当。要
发挥好投身实践的带头作用，立足本岗、
主动作为，带动广大群众为绿色生态屏障
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形成共建美丽天
津、共建美好未来的强大合力。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全体干部参加了

活动。

市工商联召开十四届九次常委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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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预防日宣传，天塔亮灯。
本报记者王倩摄

全国残疾预防日

■ 本报记者 宋德松

“越想越后怕，越想越感动，网格
员小蒋不仅救了我们家，也救了全楼
35家住户的性命啊！”家住河北区王
串场街焕玉里社区1号楼1门的葛丽
英阿姨回想起不久前惊心动魄的一
幕，至今仍心有余悸。
7月末的一天，王串场街焕玉里

社区27岁的网格员蒋之炜在日常入
户巡视时发现，1号楼1门有一股隐约
的异味，小蒋楼上楼下走了一圈，感觉
二楼的味道似乎更浓一些，他警觉地
意识到：“可能是谁家煤气泄漏了！”
紧接着，蒋之炜一边迅速向社区

居委会主任张言报告，一边给燃气公
司打电话报修。随后，张言带着社区
工作人员赶来支援，大家从一楼到七
楼35户挨家敲门确认煤气是否关了，
家里是否有煤气味。排查进行中，唯
独二楼的葛阿姨家敲不开门。“我知道

葛阿姨家有个89岁的老母亲，刚动
完手术行动不便，但感觉异味就是从
她家传出来的。”小蒋意识到问题可
能出在这里，马上到楼栋外给葛阿姨
打电话。
“小蒋一来电话，我也吓坏了。可

是我在外离得远，一时半会儿也赶不
回去，就让小蒋去楼长李满池大爷家
拿备用钥匙开门去看看。”葛阿姨说，
“当时就老太太自己一人在家，要有个
啥事，我可咋办啊！”

跟葛阿姨通过电话之后，蒋之炜
拿了钥匙和燃气检修人员一同进屋查
看。经过检测，发现两处仍在漏气的
漏气点：一处在管道接入口，一处在燃
气热水器的接口。“一进屋气味就很浓
了，漏气口还能听见呲呲的声音。亏
了发现及时，要不非出大事不可。”小
蒋说。

燃气泄漏点很快就被修复，为了
安全起见，在居委会的组织下，居民们

一直等到燃气公司的各项检测合格、
楼道里的燃气味彻底散去，才各自回
到家里。“真是多亏了小蒋发现及时，
处置得当，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我
们的网格员处理问题头脑清晰、又科
学又周到，真是太像样了。”李满池大
爷夸赞。
2019年，蒋之炜通过社会招聘考

试来到焕玉里社区，成为一名社区网
格员，负责焕玉里社区的物业工作。
他是个“90后”，对社区居民的大事小
情总是充满热情。谁家老人行动不
便，谁家是特殊户有困难，小蒋都了然
于心。谁家下水道堵了，谁家需要买
个菜跑个腿，小蒋总是随叫随到。“社
区里总能看见小蒋的身影，热情勤快，
像自己家孩子。”提起小蒋，社区居民
都竖大拇指点赞。
“群众面前无小事，点滴之间见

初心。虽说社区工作细碎繁琐，但
能把每件小事处理好，就等于做成

了大事。作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一名网格员，为居民办好每一件事，
串百家门、问百家事、解百家难，当好
社区群众的‘勤务员’是我最大的心
愿。”小蒋说。
网格虽小，连着大局，连着民心。

今年以来，河北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和小蒋一样工作在社区
一线的1240名网格员发挥了第一道
关口作用，坚持“五必访、五必到”，即：
困难家庭必访，危重病人家庭必访，独
居鳏寡家庭必访，外来家庭必访，有信
访问题家庭必访；群众有不满情绪必
到，有迫切需求必到，有突发事件必
到，有矛盾纠纷必到，有重大变故必
到。网格员们用拉家常等通俗易懂的
形式把党的政策理论讲清楚，把党的
治理方略讲明白，第一时间解决了群
众的琐事、难事，化解了矛盾，拉近了
党组织与群众间的距离，打通了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当好社区“勤务员”是我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张雯婧

昨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
是“低碳生活，绿建未来”。前不久，天
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为中新天津生
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颁发“零碳”建筑
奖牌，这也是我市首个认定的“零碳”
建筑示范项目。昨天上午，记者走进
中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现
场探寻这栋建筑的“零碳”奥秘。
初秋的上午，阳光明媚。走进中

新天津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400
平方米的服务大厅内，宽敞明亮，秩序
井然。大厅的顶部，四个大型“光圈”
几乎承担了整个大厅的照明功能，中
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局相关负责人于晓
明告诉记者，这些“光圈”叫做导光筒，
“我们把外部的自然光源直接‘引入’
室内，而且通过这个柱形设备，起到了
聚光的作用。为了方便百姓办理业
务，我们在服务大厅加开了三分之一
的节能照明设备。这样的导光筒在中
心的屋顶和侧墙上，共设置了32个。
晴朗天气下，中心办公区只依靠导光
筒就可以正常办公。”
现如今，在整个不动产登记中心，

节能已经成为了这里的“主旋律”。在
高效节能的同时，不动产登记中心还
利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等再生能源

满足建筑的用能需求。“目前，普通建筑
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耗电，中新天津生
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作为全市首个‘零

碳’建筑示范项目，已经做到了电能的
‘自给自足’。”天津市低碳发展研究中心
工程师陈颖介绍说。
在中心楼顶，记者看到，2200平方

米的光伏发电板整齐铺设在整栋建筑的
顶层；而在中心周边的地下，44口深
120米的地热井，为建筑的冬季供暖、夏
季制冷提供着能源。“运营15个月来，不
动产登记中心共发电35.2万千瓦时，用
电28.6万千瓦时，不仅能够完全满足项
目本身的能源需求，而且还实现了‘光伏
储能’和‘电网储能’。”于晓明说。
低碳，让生活更美好，也成为了一种

社会新风尚。
昨天傍晚，在距离中新天津生态

城不动产登记中心200米之外的季景
峰阁小区，不少出门散步的居民围在
小区的智慧信息屏前议论着。屏幕上
滚动播放的是小区内每户家庭上个月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没想到，一不小
心当了一次节能减碳的模范。”家住1
号楼的王大姐笑着说道。
季景峰阁小区共有三栋居民楼，每

一栋楼都装有太阳能热水系统，并在每
一户家庭中安装了60升的热水箱。“通
过太阳能装置，家里随时有热水，耗电量
直线下降。现在都讲究低碳生活，我们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环境保护出份
力。”王大姐说。

“零碳”建筑里的绿色生活
——探访中新天津生态城的绿色建筑

全国低碳日

生态城不动产登记中心楼顶上铺设的光伏发电板和导光筒。
本报记者张雯婧摄

退役军人 风采

让退役军人感受“家”的温暖
——记宝坻区新安镇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齐书彦

■本报记者李国惠

“最近身体咋样”“家里有啥困
难”……这些话，已成了宝坻区新安
镇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齐书彦的
口头禅。
在宝坻区新安镇副镇长岗位退休

后，已经打拼了40余个春秋的齐书
彦，本应在家清闲放松，乐享天伦，可
他深知，他是党的人，要时刻听从党的
召唤，做到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
3年前，党的一声号令，他成为新

安镇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会长。“关心关
爱、服务保障退役军人是党交给我的
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得当好党委
政府联系退役军人的桥梁纽带。”为
此，他不计报酬，不计名利，不计得失，
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和一名老干部
的担当，每天奋战在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第一线。
“老伴儿在炕上瘫了11年，2018

年刚去世，孩子又脑干出血，家里啥都
卖光了。”孙家口村已故参试退役军人

赵怀臣的老伴儿曹淑奎哭着说，儿子
的医疗费有6万多元，出院后还得需
要针灸康复治疗。得知这个情况后，
齐书彦二话不说，先是与分管副镇长
个人出资3000元康复费，随后，他们
又协调民政部门依据政策为赵怀臣的
儿子和遗孀分别办了低保和特困待
遇，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重新见到
了光亮。
“心系百姓，为民解忧”，这句话不

仅绣在曹淑奎送来的锦旗上，更印在
齐书彦的心坎上。

为了更好地关爱老兵、服务军人，
他带领协会和服务站干部职工，骑着

电动车和自行车，深入到村，登门入户，
开展政策宣讲、谈心谈话大走访活动。
到2020年年底，已将辖区1100余名退
役军人完全走访了一遍。
去年“八一”前夕，齐书彦在走访王

善庄村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在乡老
复员军人张岳鹏时了解到，老人的孙子
张明涛10年前在哈尔滨一大专学校毕
业后，户口在邮寄回家途中遗失，几经查
询，一直无果。不巧的是，他的身份证也
不慎丢失，没有户口又不能补办，多年来
一直待在家里，没法儿出门上班。
“看着这一家子着急、苦闷，我心里

特别不是滋味儿。”他第一时间上报，镇

党委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专题研究，并成
立了工作专班。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努
力，上下协调，终于与校方当地公安部门
取得联系，开了户籍准迁证明，在国庆节
前为张明涛落了户口。
“感谢党对我们的关心，孩子的事

儿，可算是有着落了。”张岳鹏擦着泪说。
……
3年来，齐书彦用心用情用力，始终

把退役军人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
当成头等大事。先后多渠道争取资金，
帮扶困难退役军人70余名，帮扶资金达
40余万元；实施大病救助22人，救助资
金20余万元；自己捐款8000元。同时，
协调民政部门依法依规申报审批退役军
人及家属低保、五保、特困待遇8户。
“如今，这些退役军人已经成了我的

家人和朋友。有时候走村串户，看到这
些‘熟面孔’，他们老远见着，先敬个礼，
心里别提多热乎了。”刚刚被评为天津市
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的齐书彦说，“今
后，我还会继续发挥光和热，让退役军人
感受到‘家’的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