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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委组织部受理
关于选人用人问题举报渠道

举报电话：12380-02
举报网站：www.tj12380.gov.cn
举报短信：13752075581（仅限接

收短信举报使用）
微信公众平台：tjhp12380
来信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委组织

部举报中心（和平区曲阜道81号，邮
编300042）

和平区公务员工作作风
投诉渠道

投诉电话：022-27267686

受理范围：区属党政机关公务员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工作时间内工作纪律、仪表举

止、服务态度、办事效率及其他工作

作风方面出现的问题投诉。

受理时间：上午：08：30-11：30

下午：14：00-17：30（节假日除外） 和 平 观 察

日前，区总工会劳

模协会组织部分劳动

模范到武警天津总队

执勤第二支队执勤四

中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重温红色记忆，传

承红色基因，强化使命

担当。

薛峙 摄

本报讯（记者李震）9月26日，区委
书记姚建军带队调研新兴街朝阳里社
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
津、亲临和平区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来到新疆路菜市
场和海信广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切实
压实各项防疫要求，慎终如始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郑伟铭和
区有关领导参加。
“大家都是社区志愿者吗？每周参

加几次志愿服务活动，以后我会经常到
这里，与大家沟通交流”，在朝阳里社
区，姚建军与正在小区健身的居民热情
地打招呼，他说，社区是我们的大家庭，
希望大家一起出把力、搭把手，让我们

的社区环境更好。随后，姚建军详细询
问街道和社区负责同志关于社区志愿
者构成、社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精准
化精细化为民服务、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疫情防控等有关情况。

姚建军强调，2019 年 1 月 17 日，
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和平区朝阳里社区视
察，是和平区的历史大事、政治大事、发
展大事，全区人民备受鼓舞、倍感振
奋。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高
标准做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社区志愿
服务、精准化精细化为民服务、退役军人

服务保障等各项工作。要深入推进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充分发挥
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作用，为各
项事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进一步关
心关爱志愿者，关注他们的生活情况和
身体状况，加快推动志愿服务向各行业、
各领域延伸，精心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
用的志愿服务品牌。要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推进信息化、网
格化管理，及时掌握居民群众动态需求，
积极稳妥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的问
题，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新疆路菜市场和海信广场，姚建军
主动接受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接种码”查

验后，重点检查各场所落实测量体温、查验
“健康码”和“行程码”、佩戴口罩等措施以及
身份信息登记、从业人员接种疫苗、场所消
毒通风等工作，详细询问冷链食品进货查
验、食品销售等多个流通环节的相关信息。

姚建军强调，菜市场、大型商场是人
员密集场所，都与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要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毫不放松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力以赴守住疫
情防控的关键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严格执行测温
亮码通行、流行病学史调查等预检分诊
规定，确保各项防疫措施不打折扣落实
到位，做到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有序防
控，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火墙”。

区领导深入朝阳里社区调研并深入重点地区检查疫情防控工作

持续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决筑牢疫情防控“防火墙”

课后服务
为校园生活添彩

随着“双减”政策逐步落地，和平区各中小学以服务家长和学生为抓手，通过严控作业量、提供课后延时服务、开展素质教育等一系列措施，点面结合，多措并举，

做足课后服务“内涵”加法，做实学生负担“减法”，确保学生受益，家长满意。 薛峙 曹莹 摄

本报讯（记者王阳）9月26日，区
委书记姚建军及有关区领导走访慰问
区离退休老同志，向他们送上节日的
祝福，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离退休老
同志的关心和厚爱，不断增强离退休
老同志的荣誉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走访慰问中，姚建军每到一户老
领导家中，都关切地询问老同志的身
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与老同志们敞
开心扉、促膝长谈。

姚建军衷心感谢老同志们为和平
区各项事业作出的贡献，认真听取老
同志提出的意见建议，希望他们发挥

好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区委、区
政府工作，为和平区经济社会发展多
提诤言、多献良策。并要求区有关部
门用心用情继续做好离退休老同志的
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更高质量
晚年生活。

老同志们对区委、区政府长期以来
的尊重、关心和照顾给予充分肯定。大
家一致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
和平区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共同推进
和平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区委办公室、区委老干部局等部
门负责人参加。

区领导慰问离退休老同志

浓浓关怀暖人心

本报讯（记者王阳）9月27日，区
委书记姚建军到区内部分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点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和管理服
务工作，并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
区有关领导参加。

每到一处，姚建军都与医护人员及
相关工作人员深入交谈，详细了解工作
生活、物资储备、防控措施落实、废弃物
处理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全力消除一线工作人员的后顾
之忧。姚建军向在场的隔离点工作人
员表示慰问，对他们的辛苦付出表示感
谢，叮嘱他们要继续做好闭环管理，克
服麻痹侥幸思想，进一步落实落细常态
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姚建军强调，集中定点隔离是阻断

疫情传播途径最重要的环节，要全力抓
好集中隔离点的规范管理，建立健全隔
离机制，严格、规范、精细落实各项管理
流程，坚决防止隔离点出现交叉感染。
要耐心、细心、暖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照顾好隔离人员生活，做好饮食供应、
心理疏导等方面工作，确保隔离人员安
全平稳度过隔离期。要严格落实市指
挥部、区指挥部制定的各项工作规范和
工作保障制度，坚持问题导向，严格管
理、压实责任、规范操作；弘扬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
作用，以良好的精神面貌做好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各项工作。

区委研究室、隔离点专班主要负
责人参加。

区领导到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调研

做好闭环管理 筑牢防疫堡垒

本报讯（记者王阳）日前，区委
副书记、区长郑伟铭结合“和平夜
话”实践活动，到云南路菜市场检查
保价稳供和物资储备情况，并到住
人地下室走访调研保障和改善民生
工作，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坚持
学史力行，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

在云南路菜市场，郑伟铭主动接
受测温验码。在认真查看了市场内货
品价格指导牌后，郑伟铭详细询问了
市场运营方关于市场平面改造情况及
市场经营状况。“生意还好吗？有什么
困难没有？对市场的改造有没有好的
建议？”郑伟铭不时与市场内的商户亲
切交谈，询问他们经营状况及对市场
提升改造的意见建议，当听到有些商
户提出市场外停车难等情况，郑伟铭

还与正在执勤的交警沟通，详细了解
了市场外道路停车设置情况。

在劝业场街和小白楼街的两户住
人地下室，郑伟铭走入居民家中，察看
居民居住环境，与他们亲切交谈，详细
了解雨季居民生活出行、有关部门和
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安排以及居民改善
居住环境的意愿等情况，听取他们对
住人地下室解困安置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郑伟铭叮嘱街道和社区要时刻关
心关注他们的生活，切实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让他们真切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区政府办公室、区住建委、区商
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劝业场街道办
事处、小白楼街道办事处、区旧城区
提升改造指挥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
活动。

区领导调研民生工作

开展“和平夜话”实践活动

本报讯（记者张翅）日前，区委副书
记、区长郑伟铭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带
队检查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

在诚基中心、惠嘉公寓、世昌里、金
街等地，郑伟铭仔细检查每个场所的体
温检测、扫码等防疫措施落实情况，并
检查电动车进楼充电等安全隐患。检
查发现，大部分小区、商户都能按照要
求落实好各项防控、安全生产要求，但
个别商户疫情防控意识不强，措施落实
不到位，电动车室内充电现象依然存
在。郑伟铭要求相关负责人立即整改，
并要求各部门、街道、社区要压实责任、
加强配合，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切实将
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到实处。

郑伟铭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要全面精准落实疫情防控
各项工作，抓严抓实体温测量、亮码通
行等防控措施，严格落实重点行业从
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要求，切实守护
好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要提高安全
生产意识，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加强巡
视摸排，有效杜绝电动车进楼进房充
电等风险行为。对于电动车违规充电
以及杂物乱堆现象，街道、社区、物业
要加大宣传力度，开展安全常识普及
和事故警示教育，切实提高居民的安
全意识。要加强安全风险分析研判，
加大应急处置力度，紧盯重点区域，坚
决堵塞各类风险漏洞。

区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提高安全意识 堵塞风险漏洞最近，位于和平区多伦道与张自

忠路交口的健坤润德智能足球场成为

了新晋网红，除了拥有“高颜值”的外

观，这座足球场的智能化功能也颇为

吸睛，在线预约定球、刷脸入场、实时

录像、自动采集数据……让原先只有

专业运动员才能享受的高科技服务

“飞入寻常百姓家”。笔者通过关注该

场地公众号发现，想要在热门时段踢

上一场，至少需要提前一周预约。

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到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再到

“双减”政策出台让青少年体育“收复

失地”……受一系列利好因素驱动，全

民健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随之而来

的是国民体育消费理念的不断升级。

一幅以体育为“圆心”，向体验消费、周

边商品、餐饮娱乐延伸其“触角”的新

消费蓝图业已绘就，面对当前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大历史机遇，谁

能抢占“体育+”这一先机，便能勇立时

代潮头。

和平区拥有深厚的体育底蕴，也是我

们以“体育+”引领消费升级的底气所在。

百年之前，和平这片热土便与体

育结下不解之缘。如今的城市会客

厅——民园广场，其前身是始建于

1920年的民园体育场，奥运冠军、苏格

兰人埃里克·利迪尔（EricHenryLid-

dell）与这里颇有渊缘，他生于天津，中

文名字叫李爱锐，1924年在第八届巴

黎奥运会上摘取了男子400米金牌，并

打破世界纪录。因为他的名气与影响

力，1925年英租界工部局邀请他参与

设计民园体育场的改造，在他的筹划

与监督下，民园体育场以崭新面貌亮

相，并成为当时远东地区首屈一指的

综合性体育场。

2014年，民园体育场经过提升改

造，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其业态功

能虽有所调整，但依旧保留了诸多体

育元素。在其正门前的广场上，世界杯

雕塑昂然矗立，是天津人心中的记忆坐

标；位于其南侧的天津体育博物馆展出

了包括奥运金牌、奥运健儿比赛服等

在内的众多镌刻着时代印记的展品，

诉说着天津体育背后的故事……2017

年天津全运会圣火传递也正是从这里

起跑。

和平与体育之缘不仅仅是民园，陈

一冰、李珊等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运动

员在和平区不断涌现；老一辈天津人耳

熟能详的二池、三池等众多体育场馆也

都在和平区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下转第16版）

“体育+”让和平消费更具活力

启
事

原计划10月6日出版的《天津日报·今日和平》，因国庆假期暂

停一期，下期出版日期为10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