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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课后服务费每生每月不超180元
按月据实收取不得跨月预收 经济困难家庭学生收费可减免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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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昨天，市气象台发
布国庆假期天气预报，预计国庆假期，天津
多降雨天气过程，特别是假期后半程，将出
现连续性降雨，气温下降明显。

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津城10月1
日夜间会有阵雨，3日白天有雷阵雨，4日到6
日还将有连续性降雨过程，预计累计雨量较
大，并伴有4到5级东北风，阵风可达6到7
级。在降雨影响下，气温波动也较大。假日前
期平均气温预计在22℃左右，后期平均气温在
16℃到18℃，假期出现极端低温可能性不大。
受降雨和冷空气共同影响，4日到7日气温明
显下降，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为进一步做好公
办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建立并完善课后服
务经费保障机制，规范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
管理，近日，市教委、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和
市人社局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我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
“中小学课后服务费按月据实收取，不得跨
月预收。同时，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参加课

后服务，应参照学生资助政策予以减免。”市
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知》明确，我市公办中小学校（以下

简称“学校”）课后服务工作所需经费，通过
财政补贴和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方
式解决。市、区两级财政部门分别按照隶属
关系对实施课后服务的学校安排专项经费
补助，补助标准为每名学生平均200元/年，市
财政对河北区、红桥区、武清区、宝坻区、宁
河区、静海区和蓟州区按照50%给予补助。
学校在正常上课日完成正常教学任务外，利

用课后时间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的自愿选
择、公益性的服务，可收取课后服务费，其收
费标准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按照成本补偿
和非营利原则制定。

根据《通知》，课后服务费最高收费标准
为：小学、初中每名学生每月不超过180元；初
中晚自习每名学生每月不超过100元。各区
可结合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时间等实际
情况，在不超过上述标准范围内确定具体收
费标准，市教委直属学校按所在区标准执行。

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主要用于对参与

课后服务的校内教职工人员的补助，以及聘
请社会人员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所需的劳务费
支出。其中，财政补贴仅用于对参与课后服
务的校内教职工人员的补助。学校把用于教
职工参与课后服务经费额度，作为绩效工资
增量纳入奖励性绩效工资分配，设立课后服
务奖励绩效，不作为次年正常核定绩效工资
总量的基数，此部分增加的绩效工资总量，每
年年底由教育部门报人社和财政部门备案。
对聘请校外人员参与课后服务的，课后服务
补助可按劳务费管理。

本报讯（记者 徐杨）记者从市疾
控中心获悉，9月28日18时至9月29日
18时，我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47例，
其中男性82例，女性65例；治愈出院
144例，病亡3例。

9月28日18时至9月29日18时，我
市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40
例（中国籍302例、菲律宾籍10例、美
国籍4例、乌克兰籍3例、波兰籍3例、
法国籍2例、意大利籍2例、委内瑞拉
籍2例、韩国籍2例、乌兹别克斯坦籍1
例、俄罗斯籍1例、哈萨克斯坦籍1例、

立陶宛籍1例、日本籍1例、西班牙籍1
例、新加坡籍1例、印度尼西亚籍1例、
马来西亚籍1例、突尼斯籍1例），治愈
出院327例，在院13例（其中轻型3例、
普通型10例）。

9月28日18时至9月29日18时，我
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累计报告
无症状感染者351例（境外输入346
例），尚在医学观察11例（均为境外输
入）、解除医学观察294例、转为确诊
病例46例。

截至9月29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
似病例，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15579
人，尚有173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9月28日18时至9月29日18时
我市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李国惠）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向深入，关
键要“实”。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邀请静海区委常委、
副区长曲海富，以及街、镇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围绕行
政交界地带管理、依法执法等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
分析问题成因，一起推动解决。

静海区泊东苑小区在2019年底入住之后，就有部分
住户家拆窗改门，还建起私家小院。属地团泊镇和静海
区住建委的执法人员多次来到小区，两年里也先后多次
下达限期责令改正通知书，可限期到了，执法却没了行
动。此外，在静海区静海镇与新成立的朝阳街之间，有
一条建材路，也正是两个街镇的分界线，在道路产权归
属、周边区域管理权责等问题上，双方还存在分歧，导致
道路有大坑，多年无人养护，周边群众出行不便。同时，
路旁一条沟渠，也被扔了不少垃圾，没有及时清理。

节目中，各部门负责人表示，在相关问题上，管理有
法规有制度，但落实不全面不细致不到位。曲海富表
示，相关问题立整立改。同时，在创建全域文明城区和
卫生城区的过程中，越是背街里巷、偏僻乡村，越要重
视。在交接过程、交界地带，各方要统筹协调，确保老百
姓的事一件不漏，办好办实。

本报讯（记者 徐杨）临近国庆假期，市疫情
防控指挥部提醒广大市民，出行请关注目的地疫
情及防控措施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
峰出行，避免人员聚集，全程做好健康监测。

实时关注，积极配合。关注目的地疫情
及防控措施的变化，全程遵守、配合当地各项
疫情防控措施。返程后若出现风险等级变
化，要按照我市防控要求主动向社区及单位
报备，并配合做好相应管控措施。

规避风险，合理安排。遵循不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出境的原则，全程妥善留
存票据，做好行程记录。

接种疫苗，物资常备。在身体允许的情
况下，出行前全程接种新冠疫苗。

错峰出行，控制时间。提倡错峰出行，避
免人员聚集。

健康监测，贯穿始末。出行期间及返程后
14天做好健康监测，出现发热、咳嗽、嗅（味）觉
减退等症状，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再发重要提醒

假期防疫 从五方面入手

■ 本报记者 张清

“感谢你们，圆了我对父亲的思念！”家住和平区的刘
运珍老人今年72岁，在2021年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圆了
一个长达5年的心愿——前不久，她在和平区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远赴辽宁省为烈士父亲扫了墓。

刘运珍的父亲刘玉成，1948年9月在辽宁省本溪市战
斗中光荣牺牲，长眠于老家凤城市头台村的一处墓地。
“原来我每年都会回老家给父亲扫墓，但最近5年，因

为年纪大了，加之孩子们都不在身边，我一直没能再去
给父亲扫墓。”为此，刘运珍心里很愧疚，“啥时回趟老家
再为父亲扫墓”成了她憋在心里的“小秘密”。

在纪念建党百年慰问烈属活动中，刘运珍的“小秘
密”被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该局
专门为她安排了一趟“圆梦之旅”。9月14日至16日，刘运
珍在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
到距天津千里之外的烈士墓。清扫墓碑、描摹碑文，默
哀鞠躬……在父亲的墓前，刘运珍诉说着5年来的思念。

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刘运珍送去锦旗表示感谢。
据悉，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嘱托，系统梳理优抚对象诉求，着力解决烈属“急难
愁盼”问题，将党和政府对烈属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

这趟圆梦之旅

圆了我对父亲的思念

抓好关键“小事”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国庆假期降雨频繁

本报讯（记者 陈璠）昨天，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与空中客车公司在第
十三届中国航展现场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双方合作的A320机身系统
装配项目首架、机翼项目第500架于
同日在天津生产现场顺利交付。

A320机身系统装配项目、A320
机翼项目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与空
客公司、天津市在国际转包航空合
作领域和产业深层拓展的重要项
目。其中，A320机翼项目自2009年
投产以来，累计实现500架机翼交
付。A320机身系统安装项目于2019
年9月在中德两国总理见证下完成签
署，今年6月，该项目在位于天津港保

税区的西飞国际天津公司顺利开
工。首架机身生产期间，双方团队聚
焦目标、精诚合作，克服全球疫情带
来的不利影响，在天津港保税区及相
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按计划目
标圆满完成了机身首架的准时交
付，实现了A320系列飞机机身的中
国制造。据了解，后续A320机身系
统装配项目、机翼项目将继续提升
速率，与空客天津总装生产线速率
匹配，促进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与空客
公司在A320单通道飞机现有项目上
扩大合作规模，积极拓展合作的深
度及广度，为全球民航市场用户提
供更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

A320机身系统装配项目首架在津交付

同日顺利交付第500架机翼项目

本报讯（记者 姜凝）9月28日，天津科技
大学科技园在滨海—中关村大学科技园正式
开园，一批契合生物医药、健康食品与新材料
为重点产业领域的入驻企业签约落地。科技
园总共规划近22万平方米，其中一期建设
19830平方米，已完成建设15030平方米，20余
家企业依托学校孵化项目已开始入驻，科技
园的二期和三期建设工作正在筹备中。

天津科技大学科技园开园

本报讯（记者 胡萌伟）随着海河特大桥交通安全设
施的安装完成，唐津（长深）高速公路（津塘公路—荣乌
高速）扩建工程海河特大桥于昨天15时正式通车。海河
特大桥的建成通车，将加强天津与华北、东北及华东地
区的联通，有力疏解天津港的对外交通。

天
津
高
速
集
团
供
图

唐津高速海河特大桥正式通车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
集团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天
津LNG）获悉，我国在建最大直径储罐——天
津LNG二期项目4座22万方储罐拱顶完成真空
检测试验，这标志着天津LNG二期项目4#、5#、
6#、8#储罐拱顶组装、焊接、检测等全部完成。
天津LNG二期项目是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的重点工程，也是天津市重点工程，肩负着
保障华北地区天然气稳定供应的重要任务。

天津LNG4座22万方储罐

拱顶完成真空检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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