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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晓冬）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
路演活动近日走进我市，重点介绍了本届进博会整体情况以
及食品及农产品展区、技术装备展区的参展情况，向我市企业
代表提前“剧透”进博会的展示内容，发出邀请。

据了解，第四届进博会将于11月5日至10日在上海举
行，其中，企业商业展将设置食品及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
消费品、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服务贸易六大展区，同时结合
产业需求、热点领域等设立专区。

本次路演活动由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天津市商务局共
同主办，采用了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来自我市的100余
家采购商、平台企业代表现场参会，与出席活动的进博会参展
商进行了对接交流。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李玉峰

投入8000多万元，建114所农村幸福大院，4.6万名农
村老人享福；投资20.9亿元，兴建引江水厂，60多万村民
受益；投入 100 亿元建成“无煤区”，24.7 万户享受清洁
取暖……4年，武清区财政共投入643.8亿元，实施民心工
程203项，为群众增福祉，让群众享公平。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武清区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顺应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多方面民生需求不断增
长的趋势，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该区按照市委、市政
府部署要求，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让改革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众，提升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今天，武清区广大群众的民生愿
景成为幸福实景。

颐养与善育 “一老一小”各有所乐

“土豆炖牛肉、番茄炒鸡蛋、清炒苦瓜，白米饭、大馒
头，还有一份热汤，在这里吃午饭，比在家吃得还好，享福
啦！”在武清区梅厂镇西陈庄村幸福大院老人家食堂里，20
多位老人正津津有味地吃着午餐，村民云凤友竖起大拇指

赞叹道。
老人在幸福大院享福了，子女们也格外开心。村民云

红亮说：“父母身体都不好，不能自己做饭吃，我每天都要在
家照料，既不能远离家门，更不能外出赚钱。现在好了，把
父母送到幸福大院，这儿管吃喝，还有休息的地方。我可以
放心到周边打工，一个月能收入3000多元。”
“幸福大院为全村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多项服务，每

位老人中午只需交1元钱就能吃上可口的午餐。饭后，还
可在幸福大院娱乐室、休息室、阅览室娱乐或休息，老人们
心情舒畅，子女们也没有了后顾之忧。”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张继旺说，

武清区是农业大区，老人社会化养老有短板。自2013
年起，该区连续9年将农村幸福大院建设纳入区级民心工
程，已累计建成114所，为全区4.6万名60岁以上的老人提
供服务，约占全区60岁以上老人总数的20%，每5位农村老
人中就有1位在这里乐享幸福时光。

武清区民政局局长刘振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养老服
务关系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关系他们子女们的工作、生活，
是涉及群众生活质量的大事。我们要下大量办好幸福大院，
让更多老年人拥有美满幸福的晚年。”
为确保每所幸福大院顺利建成和稳定运营，区政府同步建

立了建设和运营补贴制度，根据建设规模给予30万至50万元
不等的一次性建设补贴、每所20万元的一次性设备购置补贴
和每年2.5万元的运营补贴，对于纳入社会化改革运营试点的
给予每年12万元运营补贴。截至目前，114所农村幸福大院已
累计投入政府补贴资金8000多万元。今年，陆续落成的15所
农村幸福大院，迎接着一位又一位老人。
老人们安排“妥当”了，孩子们入园入学更没落下。
开学季，目送孩子走进新建成的幼儿园，泗村店镇居民王

艳庆眉头舒展：“原来孩子在镇里老旧的幼儿园，设施简陋，还
没食堂，8时送，11时接回来吃午饭；下午送过去，放学再接回
来，一整天全被孩子拴住了，根本没机会出去打工赚钱。”
民之所需，政之所为。泗村店镇党委、政府了解这一情况

后，下决心加以改变，高标准新建了一所高水平的镇中心幼儿
园，建筑面积2780平方米，可容纳270名幼儿入园，食堂给孩
子们提供两餐。早送晚接，中间可到企业安心工作，家长们省
心了，纷纷点赞。

（下转第2版）

为了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武清区着力办好民生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静海区良王庄乡，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庆丰收 感

党恩”主题巨幅稻田画已制作完成。 通讯员 袁广齐 摄

招商路演活动走进我市

第四届进博会向津企发出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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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杜洋洋

9月的静海区良王庄乡，叠翠流金，
硕果飘香。

沿着徐良路，直到 2021年天津市
“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多兴庄
园，一路上花团锦簇、彩旗飘扬，处处洋
溢着喜庆氛围。
白露过，秋分近，今年的丰收节即将

到来。
走进庄园，红色展板上“庆丰收 感

党恩”几个大字分外醒目。再往里走，贴
着“五谷丰登”4个大红字的谷仓格外显
眼。来往的农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正和十几名工人一起认真筹备、精心
装扮，他们喜滋滋地说，要以最美的姿态
迎接八方来客，共话丰收喜悦。

春华秋实，岁稔年丰。登上庄园内
的丰收观景台，一幅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的丰收图景跃然眼前。

向东观，一幅以白、黄、赤、浓绿4
种彩色水稻作为画笔，稻田为画布，
“绘”有“庆丰收 感党恩”字样的稻田画
呈现眼前，十分壮观。一旁排列整齐的
蔬菜大棚让人感受到现代农业的蓬勃
发展。

向北看，是迎着太阳绽放的向日葵
园和热情似火的高粱地。
向西望，万亩梨园郁郁葱葱，黄澄澄

的梨果挂满枝头，忙着采摘的果农穿梭
在一棵棵梨树之间，丰产丰收的喜悦在
田间蔓延。
“23日丰收节开幕式将呈现主舞台

活动区、现代农业丰收成果展、农耕民俗
文化展、民俗文化展 4大精彩板块内
容。”良王庄乡党委委员刘鹏介绍说，“为

把庆典与丰收的元素更好融合，我们将主舞台嵌入到了万
亩梨园中。园区中设计的稻田画，紧扣‘庆丰收、感党恩’的
主题。丰收成果展和农耕民俗文化展，将成为农民庆祝丰
收、传承民俗文化、展示农业发展成就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相信此次丰收节活动会给八方来客带来耳目一新的视觉享
受和感官体验。”
“这排绿色小木屋是展示特色农产品的美食街，丰收节

上，五香冬菜、王口烧饼、独流锅巴、信记焖子、独流酥鱼这
些静海区特色美食都将成为这里的主角。” （下转第2版）

庆丰收 感党恩

中秋假期首日，我市各大商场、文化场馆等成为市民

消遣娱乐的首选，节日市场购销两旺。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中秋假期，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航站楼引入舞狮、锣鼓、卡通等互动活动，把节日的祝福送给过往的

乘客。 本报记者 钱进 通讯员 刘彪 摄

昨日，天津首届低碳智能国际居家生活博览会在国

家会展中心（天津）开幕，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本报记者 钱进 潘立峰 通讯员 许晓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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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超11亿
接种总剂次和覆盖人数均居全球首位 人群覆盖率位居全球前列

《入境客运航空器消毒工作方案》发布

降低从航空渠道传播和扩散疫情风险

《天津市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17条重磅措施

力争基本建成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聚焦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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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委了解到，天
津市公路学会推出的“津碳行”微信小程序试用版近日正
式上线。该小程序将通过建立低碳出行积分，开展低碳
知识分享、积分答题、积分兑换礼品等公益活动，引导公
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低碳出行方式，助力实现“双
碳”目标。

记者登录“津碳行”微信小程序，页面下方显示有
“低碳讲堂”“绿色出行”“低碳达人”“低碳生活”等选
项。记者了解到，目前，市民可通过步行、每日签到、积
分答题等方式在“津碳行”微信小程序获取个人碳积分，
还可通过小程序内新闻资讯、学习课堂了解更多低碳知
识和信息。
随后，“津碳行”微信小程序将陆续完善地铁、公

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获取碳积分功能，鼓励市民做
绿色出行、低碳出行的宣传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津碳行”微信小程序试用版上线

“这月饼甜，心里更甜！”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小阎，是你啊，快进屋！”“这不快过节放假了，来看看
您家里有嘛需要拾掇的，帮着弄弄。”18日一大早，红桥区咸
阳北路街道北岸社区志愿者阎洁早早地就敲开了居民孔阿
姨的家门。

60岁的孔阿姨，因之前患有脑出血现在腿脚不便，加上
白天基本都是自己在家，社区将其作为重点关注对象。网格
员每次巡视，一定要到孔阿姨家走一趟，及时了解、解决其生
活上的困难和需求，社区志愿者们也会经常联系孔阿姨，开展
志愿服务和帮助。

阎洁一边询问孔阿姨身体情况，跟她唠着家常，帮她解
闷，一边拿起自带的工具开始熟练地打扫卫生、整理家务。

看着干净有序的家和满头是汗的阎洁，孔阿姨连忙从冰
箱里拿出一盘糕点，心里都是满满的感动。“快来吃点东西，这
月饼就是前天你们给我送来的，我吃了一块，味道可好了。我
没再舍得吃，就想着你们来时，留给你们尝尝……”孔阿姨招
呼着阎洁。
原来，前两天社区开展了“香甜迎中秋 缘系北岸情”庆中

秋主题活动。阎洁和其他社区志愿者、居民在专业甜品老师
指导下，一起亲手制作了精美可口的月饼，还同社区工作人员
一道，将做好的月饼送给了独居老人和困难群体，为大家带去
中秋佳节的美好祝福。
“知道您爱吃，特地给您做的莲蓉口味的，甜吧！”“甜，这

月饼甜，心里更甜！”孔阿姨笑吟吟地说道。
临走前，阎洁关切地叮嘱老人注意身体，按时服药。“有事

您随时打电话。”有了大家伙儿的挂念，孔阿姨心里格外温暖、
幸福。
据了解，咸阳北路街道北岸社区有独居老人、重点关注对

象20余户。为更好地帮助服务他们，社区党委在做好网格员
定期入户走访、落实“早看窗帘晚看灯”的同时，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建立了一支由社区党委书记、网格员、志愿者、片警共同
组成的“北岸爱心小分队”，形成每周一次探望机制，每逢春
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日还会送去暖心慰问和祝福，让他们
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关心关怀。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中秋假期，建设者们放弃了与
家人团圆，坚守施工一线，确保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快
马加鞭。昨天，记者来到天津市重点民生工程天津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的建设现场实地
采访。

该项目位于河北区增产道69号，西侧为红星路，北侧为
增产道，东侧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一期工程，南
侧为银山里和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地下车库。项
目总建筑面积约4.2万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3.2万平方米，
地下面积1万平方米，设计日门诊接诊量1000人次，总床位
400张。

中建三局项目技术员李禹辰介绍，目前现场管理人员和
工人总共约250人，今年中秋节项目不停工，建设者们也都坚
守岗位。“现在主楼、裙楼都正在进行地上4层施工，计划10月
份裙楼就能实现主体封顶，11月份是主楼主体和裙楼二次结
构穿插施工的阶段，预计那会儿现场建设者还能上到300人
左右。明年春节前，主楼也将实现封顶。预计2023年上半年
竣工交付。”

在工地现场，记者见到了正在整理建筑材料的安全员沈
明长。已经62岁的他自30岁开始从事建筑行业以来，中秋节
没有回老家和家人团聚过一次。
“我是重庆的，老婆、儿媳、孙子现在都在重庆。”在全国的

建筑工地到处跑了30多年，沈明长仍是一口浓浓的乡音，“每
年只有春节才回家，中秋节我就和家里视频就行啦，视频能看
见8岁的孙子，他特别可爱，总要问我‘爷爷你忙不忙、累不
累’，我都会回答‘不累啦，爷爷习惯啦’。”

在湖南建过机场、在雄安参建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在即
将竣工的天津一中心医院扩建项目挥洒过汗水……说起自
己干过的工程项目，沈明长很是得意，“这个中秋节，项目上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我们来说其实和平时都一样。但是公
司给我们发了月饼、水果，食堂也有免费的肉和菜，也很有
过节的气氛！”

建设者假日坚守施工一线

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快马加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