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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铁军 王英浩

“抬出来”的真情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日前，区委
区级机关工委举办以“学党史、强信念、
跟党走”为主题的机关青年党员“党史
故事汇”座谈交流会，旨在推进机关青
年党员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着力引
导广大青年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在加快推进“创新
南开”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核心区中贡献力量。
交流会上，来自区委办、区委组织部、

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区政府办公室、区
人大常委会、区委区级机关工委、区档案
馆、区信访办等15个部门的青年党员代
表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干

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观看了“重温百
年风华、讲述党史故事”微视频，视频作者
交流创作体会；进行了党史知识竞答。

参加座谈交流的党员干部纷纷表
示，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于青年
干部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通过深入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深刻认识到，“青
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要把
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南开的发展结合
起来，树立为南开、为人民永久奋斗、
赤诚奉献的坚定理想，让青春在创业
奋斗中绽放光芒，在“创新南开”建设
中谱写出更加辉煌壮丽的青春篇章。

区委区级机关工委举办青年党员座谈交流会

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走

南开区生态环境面貌持续改善

为实现“双碳”目标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王英浩 通讯员 白义

枫）今年以来，南开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各项目
标任务精准施策、多措并举，辖区生态环境
面貌持续改善，为实现“双碳”目标打下良
好基础。统计显示，上半年，南开区空气质
量综合指数为4.46，排名全市第2名；PM2.5

浓度均值41μg/m3，排名全市第1名，同
比改善22.6%；综合排名全市第2名。
南开区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以

VOCs施工作业、印刷汽修企业为重点，
加强VOCs无组织排放管控，强化治理
设施运行管理和更新，着力削减VOCs
排放强度，出动检查人员688人次，检查

汽修、印刷、喷涂等272家次，督促更换
企业活性炭5家次，审批备案涉VOCs作
业21处，批准18处。强化水污染防治工
作。加强水环境管理，提前研判水质变
化趋势，依托“1+3监测系统”，编制11期
监测预警报告。强化水污染防治。通过
污染源在线监测平台，对12家重点排污
单位污水排放24小时智能监控，共通报
质量问题8次，相关单位已完成整改。
持续对医疗单位、隔离酒店开展专项执
法检查，利用冰封期对辖区河道和入河
排口进行全覆盖检查。强化土壤污染防
治工作。持续排查治理新增的“裸地”，以
各类建设项目、海绵城市项目和地铁项目

为重点，出动各类巡查检查人员1.2万余
人次，累计下达整改通知12份，问题通报
2份，约谈相关企业责任人47次，确保“6+
2个100%”落实到位。推动已有188家产
废单位完成市、区两级网上备案工作，正
在开展医疗废物产生单位网上备案工
作。推进行政执法工作。上半年共接收
到来自“8890”便民服务平台、区委督查
室、全国生态环境信访投诉举报管理平
台、天津市信访信息化综合平台、天津市
生态环境局“12369”举报信息管理平台以
及来电来访等信访举报渠道的信访案件
共计1348件，案件办结率为100%。加大
对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力度，特别是对本区

发热门诊和隔离酒店医疗废物和医疗废
水排放进行定期检查，每周检查覆盖率
100%。通过视频、现场实地检查等现场、
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累计开展检
查133家次。开展供热锅炉专项执法检
查、包装装潢印刷行业专项执法检查、汽
车维修行业专项执法检查、冰封期入河
排口巡查、中高考考点环境保障专项执
法检查以及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
开专项执法等检查，检查点位228个，出
动执法人员660余人次。

创文为民进行时

连日来，南开区各单位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演习，不断提升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共建平安南开。图

①开展2021年度处置恐怖袭击事件综合演练，制服“歹徒”。图②开展南开区菜市场消防安全应急演练。图③开展校园疫情
防控常态化演练。

记者 王英浩 摄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鲍

向琳）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无偿
献血工作，日前，南开区献血办积极组
织开展献血行动，专门调配献血车辆，
在市生态环境局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为了保证参与献血人员的防护安
全，区献血办工作人员在献血现场进行
秩序维护，提示献血人员保持有效距离，
避免聚集。献血人员严格遵守防疫规
定，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填写相关
表格，医护人员为每名献血者进行了献
血前体检并仔细讲解注意事项。此次献

血活动，市生态环境局系统干部职工共
计61人参加，采集血液达13300毫升。
无偿献血是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

更是事关人民群众生命与健康的民心
工程。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
同时，区献血办将持续高度关注和支持
无偿献血事业，号召全区公职人员和广
大群众强化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到血液
安全供应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维
护社会安全稳定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的公益活动
中，以实际行动树立社会新风尚。

区献血办积极组织开展献血行动

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用血

“如果没有你们这些‘亲人’我真
不知道这生活该怎么办啊！”不久前，
南开区学府街荣迁西里社区居民、69
岁的肢体残疾人张彦蕙将“小巷总
理”请到家中，眼含热泪将一面锦旗
送交给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王
泽春手里……

原来，独居老人张彦蕙身患重
症，行动极为不便。家住7楼的她日
常生活、买药等全靠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和热心邻居照料，还有一家社区
内的小超市定期为老人采买米面果
蔬等食品、生活必需品。

初秋的午后阳光明媚，站在窗口
向外探望，已经多年没下过楼的张彦
蕙很想到楼下看看、“逛逛”，感受南

开区日新月异的变化。
“张姨，现在咱们南开区正在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就让
我们帮您完成这个‘微心愿’！”在了
解到老人所想所盼后，王泽春立刻做
出决定。
“我再加上轮椅得200多斤，你

们抬我从7楼下去？能行吗？”张彦
蕙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您就放心吧！”王泽春说干就

干，立即找来社区工作人员、社区民
警、党员志愿者、下沉干部和海绵城
市建设工人等到老人家中。搀扶她
坐上轮椅、系好安全带后，工作人员
开始抬着张彦蕙往楼下挪。楼道狭
窄、转身不便，大家喊着号子连人带
椅高高抬起，小心翼翼艰难前行，不
一会儿就大汗淋漓。

几十分钟后，“平安着陆”的他们
顾不得休息，推着老人走出社区，来
到了白堤路上。
“咱不着急、慢点走，让我好好看

看外面的世界。”张彦蕙流连忘返、目
不暇接，“咦，那个大楼是什么时候盖
的呀，以前可没有……”

饱览了南开美景之后，大家又马
不停蹄地将老人送回社区，一节台阶
一节台阶地抬到家中……
“看着他们累得大汗淋漓，我真

是心疼呀！他们哪个不是父母的心
头肉啊……”张彦蕙说，“我能实现这
个‘微心愿’，从心里感谢‘小巷总理
们’啊！”
“当时我就感觉，抬起来的不

仅仅是一位普通的残疾居民，更是
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对社区工作
者的满满信任。”王泽春事后这样
说道，“就像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谁把老百姓捧在手上，老百姓就把
谁放在心里！”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子暘）针对学生开学，学校、幼儿园门前
道路压力猛增的情况，连日来，南开交
警支队启动“开学模式”，主动克服执勤
点多、警力紧张等困难，提前谋划，周密
部署，精心组织，累计设置121处固定疏
导点位及52处中小学护学保障点位，出
动疏导警力200余人次，出动巡查机动
警车30余台次，积极应对早晚高峰交通
压力，确保开学后的道路安全畅通。

据悉，南开交警支队根据学生上
学、放学高峰时段等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勤务方式，科学布置警力，在临街学
校、重要路口加强指挥疏导交通，合理
组织分流。对校园周边道路实行定时
与不定时的“网格化”巡逻管控，突出重
点时段和学校门口、周边道路、学生接
送车行经路线等线路、区域，强化对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营造良好
道路交通环境。与此同时，持续加大对
非机动车、行人违法，机动三轮车违法
上路，机动车违法停车、禁鸣区鸣笛、酒
驾、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的治理，确保
道路畅通、有序，保障师生及家长安全。

南开交警支队护航“开学季”

确保交通畅通 保障师生安全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为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日前，区总
工会要求全区各级工会组织以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为契机，紧密结合“我为职工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将学习重要讲话精
神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的实际行动，
进一步坚定广大职工群众永远跟党走
的决心和信心，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
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区总工会通过开展宣讲进基层和
职工大讲堂活动，组织劳模先进人物、
邀请专家学者重点阐述“七一”重要讲
话的重大意义和重点内容，以职工群

众愿意听、听得懂、听明白、能接受为
标准，进一步推动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人心。不断完善服务保障，深入践行
“我为职工群众办实事”。加强职工住
院关爱慰问、大病救助、持卡会员专享
救助保障等制度宣传，努力做到应知
尽知、应享尽享。按照困难职工梯度
建档要求，加强精准识别、动态管理，
落实结对帮扶和脱困职工返困跟踪机
制，做好重点节日慰问、子女助学、日
常帮扶、促进就业等工作。深化“安康
杯”竞赛活动，广泛开展群众性安全教
育活动，不断提升职工安全意识、安全
技能，依法维护职工生命健康权益。

区总工会多项举措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为职工办实事解难事

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余淑贞

小花园颜值“大提升”居民竖起大拇指
——嘉陵道街咸阳里社区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小记

近日，南开区嘉陵道街咸阳里社
区咸阳北里小区小花园焕然一新，环
境整洁、赏心悦目。闲暇时光，居民
们都愿意到这里坐坐，拉拉家常，看
到“重获新生”的小花园，居民们打心
眼儿里为街道和社区竖起了大拇指。

嘉陵道街咸阳里社区咸阳北里
小区属于老旧楼区，已有30余年房
龄，部分公共设施出现损毁、失修等
问题，特别是作为居民休闲健身场所
的小花园，人流量较大，个别区域易
出现卫生死角，整体环境卫生状况不
容乐观。

原本的小花园内儿童活动区域
软铺地面为方形，衔接处缝隙较大，
污水、污物积存严重，日常保洁和卫
生维护难以彻底清理，逐渐形成了卫
生死角。此外，绿地裸露、墙皮破损、

地面坑洼不平、花园座椅损坏等问题
都影响着小花园整体的美观和实用
功能，居民群众纷纷希望对小花园整
体环境进行提升改造。

咸阳里社区以深化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为契机，坚持创建为民、创建
惠民，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利用社区“大党委”工作机制，将
小花园提升改造问题提交到2021年
度第二次党建联席会议上进行会商
讨论，共同研究商议小花园改造事
宜，并将情况及时上报反馈至嘉陵道
街道党工委。街道相关工作人员第
一时间实地走访了解具体情况，随后
进行深入调研，经过专题研究，启用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由街公共管理
办公室牵头，根据小区实际情况制定
改造计划，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营造美丽怡人的居住
环境。

改造工作历时近2个月，现已完
工。改造后的小花园面貌环境有了
很大的提升，围墙破损、拱门裂缝等
损毁区域均已修缮完毕，清理赶紧后
的卫生死角处，培植了大片的花卉，
令人赏心悦目；原先破损的路面被铺
平了，老人们可以放心地在花园里遛
弯，儿童活动区域更换了塑胶地面，
孩子们骑车玩耍，左邻右舍在这里聊
天休息，心情也跟着畅快起来……

小区居民对小花园的变化感到
十分满意和欣慰，小区“颜值”提升
了，大家的幸福指数也跟着得到了提
高。咸阳里社区小花园改造工作在
美化周边环境的同时，也为邻里沟通
交流搭建了平台。今后，嘉陵道街将
继续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把群众的事儿放在心上，落
到实处，切实提高居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云泉）日前，南开区体育局联合区体
育产业协会联合举办以“倡导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为主题的全民
健身展示系列活动，旨在推动群众体
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活动中，评选出13支优秀健身
队伍分别深入社区、广场、公园等
健身场所，开展小型多样的全民健
身展示。为确保此次活动安全有
序进行，区体育局结合全区实际和
疫情防控工作具体要求，充分做好
各项准备工作，采取验码预约、人
员限流等措施，免费开放绿水园全
民健身活动中心。

区体育局举办健身活动

倡导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姜博帆）日前，困扰南开区万兴街三
潭东里小区居民多年的路面积水和
污水外溢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
是万兴街三潭东里社区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结出的又一

丰硕果实。
据了解，三潭东里小区路面积

水和污水外溢现象已存在多年，特
别是每逢汛期严重影响居民出行，
成为社区一大安全隐患，是小区居
民最为关注的民生问题。今年 8

月，经街道和社区多方协调，将三潭
东里1-9号楼列入混合改造工程计
划。8月初，社区党委召集自来水、
供电、中能建、住建委、路灯管理处、
燃气、公安、交通、供热、通讯、排水
等10余个部门召开协商会，社区工
作人员和部分居民代表参加了会
议。会议确定了施工的主要项目，
包括小区雨水管道的重新铺设、化
粪池清理、污水管道冲洗及维修、道
路铺设及绿化，并预计分为三个区
域逐步施工，今年年底前完成。

万兴街三潭东里社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

解决困扰居民的民生难题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闻

新玥）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日前，
南开区水上公园街水上公寓社区党委
邀请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100”最
美志愿者、天津市劳动模范马芳菲，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宣讲中，马芳菲将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中国共产党

光辉伟大形象的赞颂融入快板书中，
将李大钊、马骏的英雄事迹和白求恩、
张思德的故事融入快板中，并从衣、
食、住、行四个方面对比了改革开放前
后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快板节
奏鲜明，宣讲内容朗朗上口，浅显易
懂，参加学习的党员凝神聆听，不时爆
发出热烈掌声。

水上公园街水上公寓社区

创新宣讲模式 提升宣传效果

做饭忘关火 危险

邻居奋力救 点赞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为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日前，南
开区妇联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为契机，联合爱心企业天津鲁能
商管公司共同举办2021年南开区关
爱困境儿童志愿服务活动“大手拉小
手、阳光伴我行”——爱心结对帮扶
捐赠活动。

活动中，区妇联携手天津鲁能商
管公司为嘉陵道街域内困境家庭儿
童送上生活用品和学习礼包，并鼓励
孩子们好好学习，做品学兼优的好学
生。希望孩子们在以后的日子里，健
康成长、快乐生活，也呼吁社会各界
人士多关注困境家庭儿童，给予他们
更多的关爱。

多年来，南开区妇联始终把关爱
困境家庭儿童作为妇联组织参与和
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在“联”字
上作文章，充分挖掘社会资源，联合
社会爱心企业，对困境家庭儿童进行
助学帮扶，通过多种形式为困境家庭
儿童解决实际问题，让更多家庭切实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增强妇
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

区妇联为困境家庭儿童

捐赠学习生活用品

给予更多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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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刘

凯 李智勇 张宇）昨天是全市中小学幼
儿园开学日。公安南开分局结合区域实
际，依托“三项机制”，出动警力百余名，全
力做好全区校园安全守护、秩序维护和疫
情防护等工作，保障校园环境安全有序。
为不断提升“开学季”安全防范整体

水平，公安南开分局一是提前谋划，组织
各派出所分管负责人与责任民警深入辖
区学校，对一键报警装置、视频监控系统、
消防器材、疫情防控等设施设备，以及保

安员配备及值守情况进行检查。二是提
前和学校进行对接，在准确掌握师生入校
（园）、离校（园）时间段及人数的基础上，
组织各派出所严格落实“护学岗”制度，做
好高峰时间段警力值守工作机制，全力开
展安全防范宣传、校园门前人流疏导、交
通秩序维护等工作，全力维护校园及周边
区域社会治安秩序。三是通过安排民警
巡逻、警车巡视，不断加强校园门前秩序
维护，及时发现、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
学校师生人身及财产安全。

公安南开分局依托“三项机制”护航“开学季”

保障全区校园及周边区域安全

①①

②②

③③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张

宇）最近这些天，家住南开区王顶堤街
燕园里社区的程鹏成了居民群众眼中
的“英雄”。他沉着冷静应对火情、确
保居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迹，被
传为佳话。

不久前的一个上午，65岁的程鹏
外出买菜，在途经4号楼3门时，发现
火苗伴着黑烟和异味从1楼张大娘
家中厨房窗户中涌出。程鹏见状不
顾个人安危，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冲进
屋里，冒着烈火和浓烟，徒手抄起正
在燃烧的锅灶，迅即将其放到室外安
全地点……

原来，张大娘在家中做完饭，忘了
关火就抱着孙子和邻居们聊天去了。
等她想起来的时候，屋里早已火光冲
天。望着手臂被灼伤的程鹏，她哽咽
地说：“是您救了我们祖孙俩，救了咱
们这栋楼的邻居啊……”

在见义勇为颁奖仪式上，有人问
程鹏在冲向火场的瞬间想到的是什
么？他说，当时情况太紧急了，自己只
有一个念头，就是绝对不能让居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