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14
2021年9月8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马春霖 ·

中

国

共

产

党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事

业

的

领

导

核

心

！

1.严禁结党营私。对拉帮结派、上下勾联、搞团团伙伙

和小圈子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培植个人势

力、结成利益集团的，一律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严禁拉票贿选。对通过宴请、安排消费活动，快递邮寄、

电子红包、网上转账等方式赠送礼品礼金，以及打电话、发信息、

当面拜访、委托他人出面等形式，在民主推荐和选举中搞拉票、串

联、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

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党纪政务处分，贿选的依法处理。

3.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

的贿赂他人的，通过帮助他人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索取、

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并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4.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

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并视

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5.严禁个人说了算。对以个人决定代替党组织集体研

究决定的，授意、暗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一律取消相关

任用决定，并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责任。

6.严禁说情打招呼。对为他人推荐提名、提拔调整疏通关

系的，违规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的，

一律作为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重大事项的情形记录在案，并

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7.严禁违规用人。对借换届之机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超职数配备干部、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律宣布

无效，并对相关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8.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散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

信息的，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9.严禁弄虚作假。对篡改、伪造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在

换届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一律予以纠正，并

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10.严禁干扰换届。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搅扰破坏换届

的，严加防范、坚决打击；对黑恶势力、家族势力、宗教势力

干扰影响换届选举的，违规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

资助或者培训的，以威胁、欺骗、利诱等手段妨害他人自由

行使选举权的，造谣诽谤、诬告陷害或者打击报复他人的，

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十严禁”换届纪律要求

垃圾分类全民参与走基层 写一线

■记者 张昕然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根基工程。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就
业位居首位。和平区认真履行政府促进
就业职责，把贯彻落实稳就业政策和扩就
业工作作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
定的政治任务来抓，聚力扩大就业空间，
强化政策供给，坚持分类施策，筑牢就业
“民生线”。

一是聚焦拓岗稳岗，瞄准“切入点”，
在护航企业助发展上“下功夫”，拓宽就业
新渠道，强化用工保障，落实惠企政策。

今年以来，共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86场，
提供就业岗位8万余个，帮助1万余人达
成就业意向，全区新增就业岗位 12745
个。为1068户企业兑现留岗补贴，其中社
保补贴12159人次，岗位补贴1165人次稳
定就业岗位71050个。
二是聚焦创新创业，撬动“着力点”，

在提升劳动者素质能力上“做文章”，激励
创新创业，推进素质提升，扩大见习规
模。今年以来，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30万元，完成创业培训200人次，扶持大
学生自主创业29户，扶持小微企业72户，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49个班期共计 1861

人。全区企事业单位见习基地达到108
个，提供见习岗位1570个，新增吸纳见习
大学生903人。
三是聚焦重点人群，围绕“关注点”，

在稳民心解民忧上“谋招法”，促进高质量
就业，着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助力对口县
乡村振兴。今年以来，区人社局开发、遴
选190个社区服务型和公益性岗位，认定
并帮扶就业困难人员684人，零就业家庭
保持动态清零，其他困难人员就业率达
90%以上。三县农村劳动力就业3310人，
其中脱贫人口2336人。
四是聚焦服务提升，盯住“需求点”，

在打造便民暖心服务上“求突破”，持续推
进“人社服务快办行动”，以“和平夜话”实
践活动为载体，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充分运用微信公众号及时推送失业金
发放、养老退休等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
热点政策信息。目前累计发放《活动服务
清单》300余份，收集居民服务需求百余
件，开展现场咨询、政策宣讲、上门服务10
余场次。利用“云平台”推出“产业园政策
大讲堂”，有针对性地联合多委办局举办
了8次政策宣讲，服务企业100余家，使政
策及时有效“传达到人、为才所用”，形成
良好的“政策营商环境”。

区人社局四“点”工作法筑牢就业“民生线”

精准发力保就业 高效赋能稳民生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5分钟”能做什
么？“5分钟”是一首歌的时间、是一班地铁
的等候时间；但“5分钟”也能干很多不起
眼的“小事”，比如在和平公证处，“5分钟”
就可以办理一次公证，为当事人解决“烦
心事”。和平公证处的科技公证小达人是
如何用“5分钟公证”为当事人解决“烦心
事”的？记者带您一探究竟。

日前，焦先生一家遇到了一件“烦心
事”。焦先生因工作变动，境外项目提前
启动，无法亲自归国办理房产过户的相关
手续。但是，自己与买方的房屋买卖交易

还要继续进行，再耽搁下去就要承担违约
风险，焦先生心急如焚。他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联系上和平公证处寻求帮助。

公证员了解到焦先生的情况后，迅速
为其量身制定一套公证法律服务方案，建
议其使用远程视频公证方式，采用委托近
亲属办理的方式，用最快速度为焦先生预
约好时间并代写好了全部法律文书。焦
先生的父亲焦大爷刚到公证处时，满脸焦
虑，手足无措，生怕办不好儿子叮嘱的事，
但是远程视频公证过程中，公证员耐心指
导，热情周到，让焦大爷的情绪很快稳定

下来。这次境外远程视频委托公证，顺利
流畅，全程不到“5分钟”的功夫就解决了
困扰焦先生一家多日的“大难题”。焦大
爷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泡一壶茶都不
到的时间，和平公证处就把我们家的问题
解决了！”

聚焦人民群众的身边事、烦心事、困
难事，和平公证处创新服务形式，发挥“智
能+公证”的平台资源优势，为无法归国处
理事务的同胞办理境外远程视频公证，开
启“不见面”的“零接触”办证新时代。科
技赋能，让公证插上智慧双翼，打破时空
所限，为人民群众架起法治桥梁，有温度
的公证法律服务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身处
大洋彼岸境外同胞的心里。

5分钟公证

和平公证处为群众免去奔波苦

本报讯（记者赵蔓灵）日间照料、配餐
送餐、入户服务、健康康复……近日，和平
区清颐养老院竣工落成，未来将为周边老
年人提供专业化、个性化、便利化的养老
服务。
清颐养老院位于和平区西康路与吴家

窑二号路交口，建筑面积2551平方米，共5
层，设置床位112张，可接收自理、半自理
及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能提供健康康复、
居家入户、配餐送餐、日间照料及养老政策
咨询等养老服务，是一家集机构养老、社区
养老、居家养老于一体的综合性养老服务
机构。
这是今年和平区建成的第3家养老服

务机构。区民政局按照“政府推动、政策引
导、市场化运营、家庭尽责、社会组织协同”
的发展思路，积极对接养老服务企业落地
和平，大力推进和平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清颐养老院
竣工落成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为保障社区工作
者的身体健康，更好地将《和平区关心关爱
社区工作者八条措施》精准落地，日前，区
民政局分六批次组织1000余名社区工作
者进行2021年度健康体检。

无论是在艰巨的疫情防控与疫苗接种
任务面前，还是在“创文”“创卫”等“重担”
面前，和平区广大社区工作者默默坚守在
平凡的岗位上，以无私无畏的奉献担当精
神守护了社区居民的健康安全，为构筑免
疫屏障，为全区高标准完成各项重点任务
贡献了巨大力量。

多年来，区民政局高度重视社区工作
者的身心健康，坚持把关爱社工工作落到
实处。今年更是在往年常规项目的基础
上，增加了免疫力筛查、癌症筛查、女性宫
颈癌筛查等多个项目，还特别增设了针对
50 岁以上社区工作者的经颅多普勒
（TCD）项目，以便更好地预防中年社区工
作者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受到了大家
的欢迎和好评。

区民政局为千名社工体检

关爱身心健康
守护精神家园

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本报讯 日前，和平区各学校纷纷通
过开学典礼和开学第一课开启新学期，
无论是升学学生重返校园还是新学生入
校，孩子们都将开启一段崭新快乐的校
园生活。

万全小学的开学典礼特别邀请到天
津市优秀志愿者马芳菲，为同学们讲述
红色故事，大家跟随这位优秀志愿者一
起打开红色记忆的大门。其实，在万全

小学也有一个党史宣讲团，他们利用课
余时间开展了“红色寻访”主题实践，向
英雄模范学习，将红色故事传播到校园
的每个角落。党史宣讲团成员代表从马
芳菲手中接棒，接棒红色精神，人人传承
红色基因。

来自觉悟社纪念馆的天津金牌讲解员
为中心小学的学生们讲述了伟人的勤俭节
约故事，希望同学们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

幸福生活，做新时代的好少年。学校也希
望孩子们在新学期取得新成绩，健康快乐
地成长。在“绿色拼图”环节，同学们展示
了自己制作的环保创意作品，出示了环保
小树拼图，并发出倡议，希望大家在这一年
里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起拼好最美的童创
拼图。
鞍山道小学全体师生在室内庄严肃穆

的国旗下举行了新学期第一次升旗仪式。

随后，校医、家长志愿者医护人员代表以及
少先队员代表，面向全校师生普及疫情防
控的知识。最后，由少先队员代表、教师团
员代表、教师党员代表以及五老宣讲团的
杜志荣老人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演讲，鼓
励学生为党和国家的明天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昆明路小学红领巾讲解团的成员们为
大家重温了一段段红色历史故事，学生代
表孟祥瑞更是将党史故事改编成快板，声
情并茂娓娓道来。昆明路小学老校友、奥
运会举重金牌获得者吕小军还为同学们发
来了新学期的祝福，希望他们延续奥运精
神，努力学习，为祖国做贡献。

打开红色记忆大门 开启崭新校园生活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日前，在退伍老兵离开队前夕，区总工
会劳模协会先后来到武警天津总队二支队四中队、五中队、六中
队，看望即将退役的战士。

大家向战士们送上了记载劳模事迹的书籍《时代楷模》和精
心挑选的围巾，向即将告别战友、告别部队的战士表达了问候和
祝福。按照多年的惯例，劳模协会已组织部分劳模所在单位（企
业）在退伍老兵中设岗招聘，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已有10余名
退伍老兵报名应聘。

自1995年劳模协会与驻军某部开展英模共建活动以来，每
逢春节、“八一”、老兵退伍，区总工会劳模协会都会到部队慰
问。英模共建27年中，已经形成了“七有、三到、四送、两纳入”
系列活动机制，成为全市拥军特色品牌。

区总工会慰问即将退役战士

英模共建27载

■记者 侯磊

虽已人到中年，却依然英姿飒爽；虽已退役，却从未更改的
一头短发，他时刻保持着阳光的笑容以及嘹亮的嗓音，干练的处
事作风，给人满满的正能量和安全感。他常说：“作为一名退役
军人企业家，要做一个胸怀广大、有责任担当的人；更要做一个
热心公益、传递正能量的榜样。”他就是荣获2021年度“天津市
模范退役军人”光荣称号，现任天津市和睿腾飞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的退役军人吴彤。

吴彤，男，1978年11月出生于天津，曾在空军某部队服役两
年。2016年12月由天津市和睿腾飞科技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
“三一文化产业中心并联合河北工业大学成立BIM（建筑信息
模型）创新创业实训基地。2017年，他荣获第三届BIM（建筑信
息模型）毕业设计大赛优秀奖以及全国房地产协会BIM（建筑
信息模型）大赛二等奖的殊荣。设立腾讯新媒体学院，并与腾讯
大燕网共同开办“画说天津”栏目。

2015年至今，他参与了公益行动几十次，服务人群上千
人。曾参与红色微笑行——助力献血服务；与残联一起带残疾
人感受冰雪、带盲人看电影、带盲人摄影，并参加了戈壁滩徒步
108公里为残疾人募捐活动，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赤城、喀喇
沁）、北京雄儿寨参加扶贫工作，被聘请为红艳基金副会长。在
2019年参与策划组织“圆梦下午茶 温暖你我他”爱心助残公益
项目并参与四川甘孜公益助学项目。2020年疫情期间，他还积
极为疫情防控捐款。

吴彤说：“军人，来自于人民，又回归于人民。无论什么时候
都要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态。有幸荣获‘最美退役军人’
的荣誉，对我来说既是奖励更是鼓舞，时刻提醒着我要保持坚定
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退役不褪色
志愿公益行
——记2021年度
“天津市模范退役军人”吴彤

本报讯（记者马春霖）日前，劝业场街新疆路社区开展了“全
国低碳日‘分类总动员’垃圾分类”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早早来到社区布置各类游戏
道具，现场展示了垃圾分类投放容器，袖珍四色垃圾桶模型方便
孩子们直观感受到垃圾分类的乐趣，家长们带着孩子有序参与
游戏活动。居民吕阿姨说：“这个活动很有趣，通过游戏的方式
帮孩子加深垃圾分类的印象，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每一位居
民都要出一份力。”新疆路社区负责人表示，以这种寓教于乐的
方式让居民和孩子们进一步了解垃圾分类知识，提升了大家对
于垃圾分类的认知，有助于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做深做实。

寓教于乐 做深做实

区人社局强化政策供给，坚持分类施策，筑牢就业“民生线”。

区民政局组织千名社工体检 和平区清颐养老院竣工落成 和平公证处为群众解决“烦心事”

■记者 李震

一个热线就能告诉您周边的养老服务
设施在哪，最近的老年助餐点在哪，一个热
线就能为您预约上门理发、修脚、助浴安装
一键呼叫等服务。这就是和平区养老服务
热线“89108910”！

前不久，和平区8910养老服务热线的
开通，让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家门
口、管家式、智能化的养老服务，在全区老
年人中引起强烈反响，这也是和平区全力
打造“五个高地”特别是民生保障高地的重
要举措。记者前往8910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体验那里工作人员的一天。

记者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给老人拨打

回访电话，在采访中了解到，每个工位每天
至少要打40个回访电话，这还不包括接听
来电的数量。当前，在疫情防控处于常态
化，除了日常问候之外，还要提醒老人出门
戴口罩，做好防护。在旁人看来，坐着接打
电话以为是很轻松的活动，记者经过体验
才知道，每通电话打过去的是一份关怀，一
份问候更是一份责任。

在接听电话的过程中，记者接到了新
的任务，需要和工作人员到南营门街树德
楼小区，陪同社区居民庞师傅去医院看
病，并在返回的途中帮助他买菜。得知需
要推着轮椅陪同老人去医院，记者小心翼
翼地把老人从室内推到室外，再到下坡
道、过马路，仅仅是控制方向就极为困难，

更不用说是平稳前进了。一路上，记者紧
紧握住扶手，就像自己初学自行车的样
子，将老人送到医院门口，才松了一口
气。因为不管刮风下雨、冬天夏天都要上
门服务，听起来简单，要每天这样做，很不
容易。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文化村小区，
入户为有需求的老人安装居家卫士五件套
设备，这五件设备可以提供一键求助、可燃
气体感知、烟雾感知、人体红外感知以及通
话等五大功能，实现实时分析、精准定位，
一旦发生危险及时报警，有效引导应急服
务队员入户服务。

就在记者体验期间，新兴街独居孤
寡老人张阿姨向 8910 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求助，因为自己视力不好，平日喜欢听
收音机，近期收音机坏了，加之身体不
好，无法外出购买新的收音机，故向中心
求助，中心值机人员了解到这一情况，利
用休息时间2次上门帮助老人购买收音
机、教老人使用方法，让老人感受到服务
的温暖。

8910意为“帮助银铃”。平台与全区养
老院、老年日间照料中心、老人家食堂等养
老服务资源有效对接，24小时受理您的养
老服务需求，将机构服务、社区服务向居家
养老服务延伸,为您提供“助洁、助浴、助
医、助餐、助行、助急”六助服务及养老服务
政策咨询，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家门
口、管家式、智能化的养老服务。

我当8910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