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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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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完成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各项目标任务

重现一片碧海蓝湾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昨天，我市发布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三年成果。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是全国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
志性战役之一，也是海洋领域污染
防治攻坚的首战。天津地处海河流
域最下游、紧靠渤海湾湾底，是渤海
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最前沿和主战
场。据了解，自2018年打响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以来，我市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水务、农业农村、交通、城
市管理、海事等部门通力协作、全力
攻坚，圆满完成了渤海综合治理攻
坚战各项目标任务，我市近岸海域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初秋的上午，走进位于永定新河

口西岸的中新天津生态城南堤步道
公园。秋风习习中，一群群海鸟盘旋
在河海交界的水面上，随风摆动的水
草倒映在清澈的水中，一幅惬意景
象。“确实没有想到，短短几年的时
间，这里大变样。”在这里，记者遇到
了正在带领学生采集海水以及微生
物实验样本的天津科技大学海洋与
环境学院教授刘宪斌。
永定新河是天津北部防洪屏

障，多年来，由于河口淤积，水流流
速骤降，携带大量泥沙沉积在入海
口，形成淤泥质海岸带，生物种类匮
乏、环境承载能力薄弱。在过去的
一年中，刘宪斌亲眼看到，通过污染
治理与生态修复，这片曾经满是淤
泥的海岸带，水清了，岸绿了，鸟儿
回来了。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启动以来，

我市严守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除国家
重大战略项目外，全面停止新增围填
海项目审批。实施“蓝色海湾”整治
修复规划，开展岸线岸滩综合整治，
“三年来，我们累计完成了4.78公里
的岸线整治修复工程和531公顷生
态湿地修复工程，超额完成国家任

务。”滨海新区海洋局海域室主任李海
山介绍说。
天津港南疆污水处理厂每天要处

理几百吨港区的生产和生活污水。这
里面向渤海湾有一个排水口，是天津
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重点监控的企业

直排口之一。靠双脚和海陆空探查设
备，天津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
法队的队员们几乎查遍了天津153公
里海岸线的所有排口。历时8个月收
集的详细数据，天津第一个入海排污
口信息管理系统搭建完成。目前，该
系统可实现对我市所有入海排污口的
动态监管。
据了解，三年来，我市在陆源污染

治理上，紧紧抓住入海河流和入海排
口两道关键“闸口”。全市12条河流
全部落实“一河一策”，“控源、治污、扩
容、严管”四措并举，清单化、项目化推
进实施，共实施6700余个治理工程。
深入开展入海排污口“查、测、溯、治、
罚”专项行动。对港船泵站、天津港一
号泵站等市政综合排口进行从源头防
控到管网收集再到末端治理的系统整
治，彻底解决了生活污水直排海问
题。在海域污染治理上，深入推进港
口、船舶、海水养殖和海洋垃圾等涉海
污染源防治。
此外，我市建立实施“湾长制”，明

确各级湾长的工作职责和管辖范围，
建立问题、责任和任务三个清单，强化
与“河长制”的衔接和联动，形成了“全
面覆盖、分级履职、网格到源、责任到
人”的海湾监管新模式。构建补偿机
制，每月对各区地表水质量进行按月
排名，实行“靠后区”补偿“排前区”，倒
逼上下游、左右岸共同护河治水。强
化执法联动，海警、生态环境、海监、海
事、渔政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碧海”“春
雷”等专项执法行动，有效震慑了环境
违法行为。
凭借着陆海统筹、河海同治、生

态修复、风险防范等一套组合拳，三
年来，我市12条入海河流，从2017年
的“全部为劣”到现在的“全部消劣”，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
70.4%，较 2017年的 16.6%，提高 53.8
个百分点，在环渤海三省一市中改善
幅度最大。

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我市举办新进乡镇领导班子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9月6日，
市委组织部举办的新进乡镇领导班子
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任职培训班开
班，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喻云
林出席开班式，要求年轻干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和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
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练好内功、
提升修养、增强本领，做忠诚干净担当
的好干部。
喻云林强调，这次乡镇换届正值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
市委着眼于实现天津高质量发展远
景目标，着力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知识
结构，从农村专职党务工作者中择优
提拔112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大家

要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组织重托，不负
青春韶华，切实肩负起时代重任和历史
责任。要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坚定理想
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提升“政治三力”，
做“两个维护”的坚定实践者；始终做到
心中有民，站稳人民立场，坚守人民情
怀，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做到心中有责，崇
尚实干，勇于担当，提高履职本领和落
实能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创造实
实在在的业绩；始终做到心中有戒，敬
畏组织，敬畏群众，敬畏党的纪律规矩，
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要善于
学习思考，勤于调查研究，勇于守正创
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努力成为可堪
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昨日，副
市长王旭会见了来津访问的液化空
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阎金平，双方就进一步扩大企业在津
投资、深化氢能产业领域合作进行了
深入交流。

■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是市委、市政
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实际行动，经过3年奋力建设，绿屏
成效凸显，大大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
指数，必将成为造福子孙后代的绿色
生态财富。”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机芯艺术创作室主任李家琦感
叹道。
9月3日，市总工会组织100名劳

动模范参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情况。
劳动模范们首先来到津南区八里

湾核心生态区参观展览馆，随后登上
监测塔，清风徐来，塔下稻浪滚滚、绿

林流水、鸥鹭飞鸣的自然生态美景尽
收眼底。
在西青区绿色生态屏障小泊生态

区，劳模们察看了植树造林、生态修
复、万亩稻田情况。置身其中，郁郁葱
葱、鸟语花香、水满田畴的图景令大家
赞叹不已。
据介绍，小泊生态区所在的王稳

庄镇曾是著名的“钉子小镇”。2017
年起，当地关停散乱污企业近800家，
建立生态养殖模式，加快推进绿色生
态屏障建设。近3年，西青区累计绿
化造林超3万亩，并建成了生态廊道、
稻香农谷等项目，实现了绿色蝶变。
“岭坡碧绿郁葱茏，流水涓涓翠

鸟鸣。”一路上的生态美景令劳模们
深受感染，为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建
设取得的重要阶段性进展感到欢欣
鼓舞。
“置身绿色生态屏障，犹如走进了

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令
人感到十分震撼。这是实实在在造福
百姓的民心工程。”天津港第一港埠有
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成卫东说，“我要
把参观感受带回到生产一线，传递给
我的同事们，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丽。”
据了解，截至目前，736平方公里

绿色生态屏障已经呈现出“生态屏障、
津沽绿谷”的特色风貌。

市领导会见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客人

生态绿屏 造福百姓
——市总工会组织百名劳模参观绿色生态屏障

■ 本报记者 姜凝

今天，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
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获颁“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一周年的日子。
去年9月8日，载誉归来的张伯

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荣誉是给
所有医护工作人员的，我只是代中医
受誉，人民才是真正英雄。我要继续
努力、继续奋斗，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中医药事业中，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努力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推
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建设健康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一份力量。”
一年来，张伯礼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
昨天上午10时，张伯礼按时来到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堂
坐诊。在近3小时内，他一连为30多
名患者望闻问切、把脉开方……
“张老师每周都会有三个半天在

诊室里度过。”他的学生黄明告诉记
者，年过七旬的张伯礼仍工作繁忙，但
心系患者的他，只要在天津，每周都会
抽出时间如约到医院坐诊，“张老师不

开大处方、不开贵重药、不做重复检
查，依靠精细诊察、精准用药，治好了
很多疑难杂症。”
“去年5月复诊以来，老校长几

乎没有停过诊，每次坐诊要看30多
名患者，一坐就是大半天，常常连饭
也顾不上吃，为的就是让患者少等些
时间……”天津中医一附院国医堂护
士长俞洁说，“转眼一年过去了，老校
长一如既往，说话带笑，语速很快，走
路带风，像对待自己亲人一样耐心对
待病人……”
悬壶济世，医者仁心。2020年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张伯礼临危受命，奔赴
武汉最前线。凭借2003年抗击非典的
经验，他和后方团队结合武汉新冠肺炎
疫情筛选出有效药方，治疗效果显著。
由于过度劳累，张伯礼胆囊炎发作，进
行了胆囊摘除手术，术后第三天即冒
着极大感染风险，带伤回到一线，投入
紧张的救治工作。在他带领下的江夏
方舱医院自2月12日开舱至3月10日
休舱，收治了564名新冠肺炎患者，无
一例转为重症，无一例复阳。回津后，
张伯礼仍忙碌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第一线，带领团队加快建设组分中

药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中医药走出以
科技为引领的创新发展道路。今年1
月，河北石家庄出现疫情，张伯礼再赴
抗疫第一线，查房巡诊、主持制定中西
医结合康复方案，治疗、康复无缝对
接，研发了治疗康复的新药，为中医药
抗击疫情贡献力量。今年下半年，德
尔塔病毒疫情局地蔓延，他又多次参
加各地远程会诊、研讨，总结了中医药
治疗新经验。
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无论是在

诊室，还是在校园，常能见到张伯礼忙
碌的身影。“再忙，也要留出门诊时间，
既为回报患者，也为手把手带学生。”
张伯礼说。尽管身兼数职，他最看重
的是教师、是医生，每年要带教几个硕
博研究生。去年教师节前夕，得知被
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张伯礼表
示：“我愿意为了这个崇高荣誉，贡献
自己的毕生力量。”
前不久，在天津中医药大学2021

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张伯礼带领全体
新生庄严宣誓：“献身医学，热爱祖国，
忠于人民，恪守医德……”誓言铿锵有
力，也是他数十年贤以弘德、术以辅仁
及大医精诚、舍胆忘身的生动体现。

“人民英雄”张伯礼：

再忙，也要留出门诊时间

（上接第1版）
“为了强化师资保障，提升素质拓

展服务专业化水平，我们一方面紧扣学
生和家长的‘作业辅导’需求，组织市区
两级学科领航教师、骨干教师，为学习
困难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为学有余力学
生拓展提升，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河西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杨琳介
绍，“另一方面，服务学生、家长对‘素质
拓展’的诉求，我们积极挖潜，广聚社会
力量，邀请劳动模范、文化名家、体坛名
宿等走进校园，组织学生广泛开展各领
域素质拓展活动，切实增强课后服务吸
引力、创造力、影响力。”
以教师发展中心模块化设计和各

学校个性化板块设计相结合，河西区
指导各中小学校结合自身特点和学生
实际，梳理整合校本课程、素质拓展课
程、学生社团、兴趣小组，依托校史馆、
体育场馆、多功能厅、专用教室、心理

健康辅导室等资源，综合运用“校内+校
外”“线上+线下”“请进来+走出去”等模
式，形成“一校一品”，不断增强课后服务
的实效性。
“例如，我们将深化‘河西学子节’

‘西岸思政’等品牌项目，发挥‘红领巾宣
讲团’‘小曦姐姐讲故事’宣讲团作用，打
造‘崇德向善’德育品牌。”杨琳告诉记
者，“我们以‘科创中国’试点区建设为契
机，在14个街道着力打造特色科普馆，
面向中小学生举办信息技术、数字经济、
通讯技术、人工智能等专题展览和创新
大赛，打造‘敏学创新’智育品牌；以‘排
球之城示范区’建设为契机，将足球、排
球、篮球等资源引入校园，形成‘活力阳
光’体育品牌。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创设
‘尚美博雅’美育品牌，建立‘勤巧克俭’
劳动教育品牌。”
坚持紧扣需求侧，优化供给侧，河西

区汇聚推进课后服务整体合力，积极推
动课后服务创新提质，全力推动课后服
务精细化、优质化、智慧化、系列化、个性
化发展。

“一校一品”打造欢乐校园
南堤滨海步道公园。 本报记者 吴迪 通讯员 任宏毅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