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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民办实事 去除民之患

小 康 圆 梦

公交频次加密，出行更方便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30路开到家门口，出行特别方便，这不，孙子放
假，我天天带他乘坐30路公交车去体育馆玩，孩子可
开心了。开学以后他也能坐 30路去上学了。”8月 24
日，正在等车的东丽区新立街道丽瑞华庭的张阿姨
满脸笑容地告诉记者。

新立新市镇是东丽区的大型还迁安置居住区，包括
10个小区，约有2.6万名居民。由于周边施工、道路封
闭，公交线路一度引不进来。小区居民需要步行十几分
钟，走到津塘二线，才能坐上公交车。周边群众出行非
常不便，已经成为“急难愁盼”的民生难题。
“像我们这种老年人，出行就更不方便了，津塘二线

那边车还不多，有时还要去津塘公路坐车。”东丽区新立
街道丽福华庭一位居民表示。

随着道路建设完成，新立新市镇公交场站具备
使用条件，为尽快引入公交线路，东丽区交通运输
管理局和公交运营企业、新立街道反复磋商，到社
区寻求群众意见，最终决定将 30路公交车的终点站
由崔家码头站延线到新立新市镇公交站，单程增加
3.5 公里。

同时，满足居民去往周边学校、体育场馆出行需求，
30路又增设东丽体育中心站、鉴开中学站等站点，还在
新立新市镇10个社区周边设立站点，让居民在小区门
口就能坐上公交车。
“下楼就能坐车，5分钟、10分钟一趟，这回再也

不担心出行没车坐了。”正在等车的丽瑞华庭居民告
诉记者。
“30路是连接河东、河北、东丽三区的交通枢纽，

连接很多大型商贸中心、政府部门、体育场馆、学校
等，覆盖老、中、青三代人出行需求，因此延线以来，获
得市民乘客的好评。”30路车队党支部书记、队长陆丽
洁说。

延线以来，30路客流增加明显，令30路驾驶员齐麟
印象深刻的是，周边不少老年人和残疾人所持老残卡基
本是崭新的，一看就是从来没使用过，而这些乘客最近
月余也成为公交出行的常客。
“站区周边还经常有年轻人过来拍照、录视频，

发社交媒体，有的一边直播还一边兴奋地说‘我们这
边通车了，能直达东丽万达了，去河东玩也行！’”齐
麟说。

公交集团第四客运有限公司运营业务部副部长张
美介绍，该线路7月9日正式延线以来，客运人次较延
线前增长约18%，延线当日客运人次就有约14%增幅，
目前，30路已成为新立新市镇市民乘客重要出行方式
之一。
“我们将进一步了解新立新市镇群众公交出行需

求，调整优化更多公交线路，加密公交频次，解决群众公
交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东丽区交通运输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计划再选取2条公交线，让居民更方
便去往和平区、河西区等方向。

家门口就能给电动车上牌

■ 本报记者 王音

日前，北辰区新增设的16个电动车登记上牌网点
正式投入运行，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电动车免费
登记上牌、车辆过户、牌照注销、牌照补办等相关业务，
让群众少跑腿。
“原先给电动车上牌照，全区就一个网点。我从家

骑过去得好几公里，赶上人多还要排队。现在用导航
一搜，离家200米就有个网点，真是太称心了！”在公安
北辰分局果园新村派出所，家住新华里社区的居民王
俊岭推着电动车前来上牌，不由得为这样的贴心服务
点赞。

为方便居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相关业务，果园新村
派出所增设了专门的办理窗口。居民提供身份证、车
辆合格证、购车发票等材料，确认无误后，便可以把新
车牌拿到。派出所还安排了专人为居民安装牌照，整
个上牌过程不足15分钟。

果园新村派出所副所长郭洪亮说：“从周一到周
日，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都可以办理。车主携带本人
身份证及车辆相关材料，现场就能上牌。”

为更好地满足电动车上牌需求，公安北辰分局
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同时结合
“放管服”工作要求，进一步落实便民、利民举措。
“我们将依托北辰区网格管理中心对全区电动车保
有量进行摸排，查清底数，做到应上尽上，达到 100%
上牌。”公安北辰分局治安管理四大队大队长姜国
乐说。

病毒溯源工作不应被政治操弄
——多国政要、专家学者等发声反对溯源问题政治化

■ 人民日报记者 吴刚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蔓延，病毒溯源合作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连日来，多国政
要、学者和专家等纷纷发声，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
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抗疫合作，坚决
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

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应加入政治因素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8月16日表示，反对将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政治化。他说，一些西方国家操纵病毒起源问题，旨
在攻击中国，委方谴责这一“卑劣行径”。马杜罗感谢中国向
委内瑞拉抗疫提供“至关重要”的支持，表示大量来自中国的
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了抗疫物资供应，委方将继续与中国保
持长久合作。

老挝政府总理潘坎13日说，新冠病毒溯源不应加入政
治因素。他认为，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不人道的，
各国科学家必须共同努力找出疾病出现的原因。“我们要知
道事实，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如果不知道真相只是推卸责
任，就无法最终战胜疾病。”潘坎说：“不论是病毒溯源还是
寻找病毒出现变异的原因，都要以科学为基础，而不应加入
政治因素。”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10日称赞中国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所作贡献，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和污名化。罗
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古巴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与团结，拒绝将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政治化、特指化、污名化；
古巴认可中国本着透明、负责态度为抗击疫情所作贡献。

孟加拉国外长莫门表示，病毒溯源工作应该公正客观，
不应被政治操弄。出于政治动机的调查有时会导致灾难性
的后果。现阶段最重要的是向世界各国分发足够的疫苗，所
有国家共同努力来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许多富裕国家积累了大量疫苗，但他们没有与那些较贫穷的
国家分享。”莫门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孟抗疫斗争中所给予
的帮助表示感谢。

马耳他外交部长埃瓦里斯特·巴尔托洛表示：“我们的敌
人是新冠病毒，而不是彼此。我们要弄明白疫情为什么会发
生以及如何发生，但这一切都应该基于证据。我们不应该借
公共卫生来玩弄政治。”

所谓“实验室泄漏论”经不起科学审视

东盟秘书处副秘书长康富近日在署名文章中说，疫情暴
发之初，个别国家就存在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的情
况，甚至封城、接种疫苗等措施也被视为出于政治动机，还
混杂了许多阴谋论论调。一年多过去了，这样的论调仍能
听到。新冠病毒溯源更是被严重政治化，直接导致仇恨犯
罪增加。

埃及前驻华大使阿里·希夫尼表示，世卫组织秘书处近
期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主要是迫于某些大国的压
力，且出于一些政治化因素的考量。他认为，部分西方国家
向世卫组织施压，根本目的是要激起舆论对中国公布疫情信
息透明度的怀疑，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通过给许多问
题和危机附上政治色彩来实现他们的利益，这就是他们的计
划。”希夫尼说。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实验室制造的，所有这

些说法（‘实验室泄漏论’）都经不起科学审视。”英国格拉斯
哥大学病毒研究中心病毒基因组学负责人戴维·罗伯逊说，
“目前，所有数据都强烈地指向一个方向，即这是一种自然
病毒，而不是实验室制造的病毒。我们需要相信已有证据，
相信有研究病毒进化及出现方面经验的专家。”

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

柬埔寨柬中关系发展学会会长谢莫尼勒日前表示，新

冠病毒溯源是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应始终秉持科学、专业、
客观精神，坚定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支持和引导
全球抗疫和溯源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马尔代夫媒体人哈姆丹·沙基尔8日在“马尔代夫新闻
网”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偏离科学事实，将新冠病毒溯源研
究政治化。文章说，虽然大多数国家都在进行合作，并呼吁
对病毒起源进行透明和科学的调查，但是美国在新冠病毒溯
源问题上采取了顽固立场。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的政
治化和偏离科学事实的行径，是完全不道德的“栽赃嫁祸”，
目的是为其未能保护本国人民的生命、不能控制本国疫情推
卸责任。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流行病学专家埃莱娜·雷耶斯日前
表示，应将病毒溯源工作视为抗疫“机遇之窗”，共同整合有限
的抗疫资源，加大力度培养生物医学和技术研究的人才。同
时，各国遇到错误信息或信息遭到扭曲时，也应基于科学证据
及时解释说明。

巴尔托洛表示，全球面临着疫苗接种严重不均的挑
战。“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而且随着病毒的变
异，这个阶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长。这是一场公共卫生危
机，只有世界各国普遍安全，本国才能安全。”巴尔托洛认
为，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来解决。“没有一个国家
能够独善其身，或者独自解决这些问题，找到合作的方式非
常重要。”

转自《人民日报》2021年8月23日第16版

■ 本报记者 韩雯

“绝不允许高楼大厦背后有棚户区”，市委、市政府的庄严
承诺，让6.3万户、近30万棚户人家告别“蜗居”，圆了“出棚进
楼”的安居梦。

还没到供暖期，寒潮已提前到来；到了供暖结束的日子，
依然春寒料峭，怎么办？连续五年提前和延长供暖期，让广大
市民真切享受到冬季的超长“温暖”。

一日三餐，对于一些年轻人而言不叫事，点个外卖就可以解
决不愿做饭的烦恼，而对于老年人来说，该如何帮助他们解决“舌
尖上的养老难题”，兴建老人家食堂，让老人“饭来张口”不是梦。

……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是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的。天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谆谆嘱托，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
高无上的地位，持之以恒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民生画卷散发着温度、写满了幸福

悠悠民生，健康最大。实施健康天津战略、下大力气解决
群众看病就医难题。面向家庭和社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为签约居民提供健康评估、个人和家庭健康教育、健康咨
询与指导、疾病筛查、慢性病连续管理、转诊跟踪、社区康复等
综合连续的健康管理服务。

就业，是民生之本、幸福之源。强化顶层设计，建立有效
机制；深挖岗位资源，促进灵活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就业
质量；激发创新活力，优化创业环境。今年7月，高校毕业生
整体毕业去向落实率突破80%。

教育事关千家万户，关乎百姓切身利益。学前教育大力
推进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全面完成两年行动方案（2019—
2020年）目标任务，累计新增13.4万个学前教育学位，2020年
新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200所，全面完成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治理。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学位资源建设，自2020年以来完
成义务教育学位资源建设项目80个，新增学位8.7万个，中小
学教学仪器设备配置总数达70.5万台（套、件）；新建改扩建学
校体育运动场馆38个，总面积17.69万平方米；改造农村中小
学沥青和水泥类硬化体育运动场地3.7万平方米，用匠心为孩
子们打造优质的学习环境。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面对“银发浪潮”，深耕“责任
田”，建设“新高地”。将河西区作为全市居家养老服务试点，依
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结合老旧城区社区设施布局特点，划定
0.7公里的服务半径，打造街级、社区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让
所有的养老服务都在15分钟内触手可及。一花独开不是春，
百花齐放香满园，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
求为导向，天津其他区也在探索中，让老年生活遇见美好。

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一幅浸透着最浓最深
的民生情怀、散发着温度、写满了幸福的民生画卷在津沽大地
徐徐展开。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让公平正义可触可感

增进民生福祉是为了创造美好生活，而公平正义犹如阳
光和空气，是美好生活不可或缺的基本意涵。作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公平正义标注着公民内心的价值坐
标，影响着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了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天津用“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坚定决心，让公
平正义的阳光照进人民心田。

打掉涉黑组织27个、恶势力犯罪集团71个、涉恶犯罪团
伙505个，破获刑事案件515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830人，这
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天津交出的成绩单。在这场战斗
中，天津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劲头，以摧枯拉朽之势对黑恶势力斩草除根。

守一方平安，雷霆之势荡涤污泥浊水；持为民之心，法治
之剑斩破违法犯罪。人防、物防、技防持续更新换代，全方位

架起社会治安防控的“天罗地网”，最大限度压缩违法犯罪空
间。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严打高压态势，对涉枪涉爆等严重
犯罪“零容忍”，持续深化缉枪治爆斗争，全市连续3年命案发
案不到百起，连续6年命案、枪案、绑架案全破；严重威胁人民
群众安全感的“八类案件”大幅下降；过去十分猖獗的入户盗
窃、抢夺等违法犯罪几乎绝迹；110报警数、刑事立案数逐年
下降，天津成为社会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

为了让公平正义可触可感，在全国率先建立三级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帮助群众就近依法依规解决合理诉
求。去年，市级、16个区级、257个街乡镇和功能区的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全部挂牌正式运行，截至目前，累计接待
群众7.8万余人，化解矛盾纠纷1.2万余件。加大执法司法公
开力度。全市法院系统建成并运行裁判文书、审判流程、执行
信息、庭审公开“四大平台”，司法案件从立案、审判到执行，全
部重要流程实现信息化、可视化、公开化。2020年，全市法院
公开各类审判信息845.3万条、庭审直播2.6万场、裁判文书
25.7万份，司法公开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每一个公正的判例，都是一场浸润人心的普法宣传；每一
次捍卫公平正义，都在为法治信仰的大厦增砖添瓦。天津迈
出铿锵步伐，以法治之力奏响守护公平正义最强音。

河西区尖山街光华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整洁的环境，温馨的服务，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对老人的关心，为周边多个社区的老

人提供便捷养老服务。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何曦 摄

中国福利彩票

第2021099期双色球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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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投注总额：3531596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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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
278注
1251注
74032注

1486441注
7324464注

7942916元
92627元
3000元
200元
10元
5元

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694710436元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1233期3D开奖公告

9 0 4
天津投注总额：130724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244注
710注

1500元
252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个自然日
派奖奖金余额：8563563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