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日和国庆节同一天的韩鲁兵是水泥搅拌机操作手，

国庆假期他坚守在重点工程现场。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武警天津总队执勤二支队官兵在天津站巡逻。

通讯员 王良 刘子云 丰凯 摄

雨中，交警在景区周边道路执勤。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和平区民园广场及周边，在景区内值守的志愿者开

展验码、测温、指引等服务。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责编 阙天韬 刘雅坤白天 阴转小雨 北风4-5级阵风7级 降水概率60% 夜间 中雨 东北风4-5级到北风3-4级 降水概率70% 温度 最高21℃ 最低12℃天津地区天气预报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12-0001 1949年1月17日创刊 第26460号

2021年10月 日星期一 农历辛丑年八月廿八4
今日4版

市委市政府召开能源电力保供工作专题会议

精准施策民生优先 全力保障能源电力供应
李鸿忠廖国勋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 魏彧）2日，市委、市政府召开能源电力
保供工作专题会议。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
廖国勋出席会议并讲话。李鸿忠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底线思维，超前谋划，精准
施策，全力做好全市能源电力保供工作。

会上，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主要
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与会市领导同志和市有关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指出，能源电力供应工作事关经济发展全局、事关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坚持“一盘棋”思想，
增强系统观念，以精细精准的工作措施、真抓实干的过硬作
风，统筹做好保供电、保供暖、保民生、保经济平稳运行等工
作，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我市落地落细落实。
会议对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能源电力保障工

作提出要求。一是千方百计拓宽能源供应。加强与相关部
门和地区沟通协调，多渠道提升能源保障能力。二是不折
不扣落实缓解煤电企业困难的政策措施。加大金融信贷等
支持力度，通过市场化手段充分调动煤电企业积极性，严格
督导发电企业落实保供责任。三是坚持“保民生为首”。优
先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加强对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电
力保障，确保城市运转平稳有序。冬季用电用能高峰即将

到来，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
四是科学制定有序用电工作方案。统筹安排错峰用电，保障
产业链骨干企业、高新技术等重点企业电力需求。要深入一
线走访帮扶企业，倾听企业需求，全方位搞好服务，让企业切
实感受到城市温度。五是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专门工作机构，
坚持日调度、日报告，加强研判监测和预报预警，精细化精准
化做好电力保障。加强宣传引导，增强全社会节约用电意
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协调联动，各级党员领导
干部要勤政善政、担当尽责，确保能源电力保障指挥体系高效
运转，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市领导马顺清、金湘军、孙文魁、李树起、康义、董家禄、
王卫东、王旭和市政府秘书长孟庆松参加。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人行天津分行获悉，今年
1至8月，我市与“一带一路”、东盟等重点区域国家跨境人民
币收付额显著提升，其中，我市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人民币
收付额达400亿元，同比增长61.18%，与东盟国家跨境人民币
收付额达205亿元，同比增长64.01%。

人民银行天津分行立足天津经济特点，多措并举推动重
点区域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是细化跨境
人民币业务工作方案，锚定重点企业、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发
力。积极引导辖内银行为跨境人民币业务重点企业提供优质
金融服务，推动“一带一路”、东盟等重点区域国家以及对外
承包工程、境外合作园区等重点领域跨境人民币使用。二是

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性。指导银行
自律机制出台跨境人民币业务便利化方案，简化优质企业跨
境人民币结算流程，同时扩大试点银行和优质企业范围，将便
利化政策由自贸区推广至全市，利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便利
化政策支持重点区域国家跨境人民币结算。截至8月末，累
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455亿元。三是强化政策宣传与业务
引导，促进银政企三方交流互动。依托金融委地方协调机制，
不断强化与政府部门协同配合，通过面对面宣传、带动式宣
传、联动式宣传等方式，着力疏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引导市场主体形成“本币优先”共识，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重
点区域国家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范围。

我市与“一带一路”国家跨境人民币收付额走高
前8月达400亿元 同比增长61.18%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从市农业农村
委获悉，为确保粮食安全，全面落实“藏粮
于地 藏粮于技”战略，选育更多津产良
种，我市实施“资源保护、创新攻关、企业
扶优、基地建设、市场净化”五大行动，全
面加快种业发展。确保到2025年，我市
种业自主创新取得实质性突破，生物育
种技术基础建设取得明显进步，企业核
心竞争力显著增强，打造一批优势种业领
军企业，优势种业领先地位更加突出。
我市将全面构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

支撑体系、精准鉴定评价体系和共享利
用体系。高水平建设天津市农作物种质
资源库，确保2022年建成投入使用，保
存能力达到40万份。积极争取建设天
津市水产种质资源库、水产种质资源场、
种质资源圃、基因库和保种场。组织实
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行动，支持育种单
位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优质种质资源。搭
建资源鉴定评价平台，挖掘优异基因，下
功夫创制新种质，夯实育种创新基础。
我市积极组织建立优势种业创新联

盟，深化与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等科研
院所和企业交流合作，强化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积极融入国家种业自主创新总
体布局，争取在津建设国家级优势种业
区域性创新中心。强化种业核心技术和
自主品种创新，大力开展种源“卡脖子”
技术攻关，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绝对优
势的重大品种。与此同时，增强种业企
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一批种业领军企
业。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种业企业，鼓
励我市种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市种业将
率先实现现代化，建成以自主创新为动
力的现代化种业体系，优势种业创新水
平处于国际一流、国内领先地位，推出一
批重大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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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威

国庆长假，当我们尽情享受绚丽的金秋美景，尽情享受

家人团聚的幸福美满，尽情享受岁月的恬静美好之时，还有

另一种美，成为我们身边最动人的风景：

晨曦微露中，有环卫工俯身清扫的忙碌；城市建设现

场，有建设者奋战在脚手架上的火热；万家灯火背后，有无

数电力抢修人员的守护；景区秩序井然，有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的通力合作。这道风景中，还有每天步行超过两万步的

机场执勤民警，有24小时内做两台急诊手术的医生……

每一个平凡身影，都是那样的美！他们放弃休息，坚守

岗位，默默付出，让自己的假期变成了“劳动节”，为我们带

来最大的便利和舒心，为节日增添了许多温馨和祥和。在

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每一个劳动岗位上，都跳动着一颗

为家国拼搏、为梦想奋斗的炽热之心。

有句话说得好：“每个人奋斗的样子，构成了今天中国

的表情和节奏。”奋斗与奉献最美，在辛勤劳动中彰显生命

价值，在无私奉献中诠释人生真谛。这种美并不抽象，就在

每一滴拼搏的汗水中，也在每一个前进的脚步里。

为什么劳动最光荣？因为有耕耘才有收获；为什么奋

斗最美好？因为奋斗创造幸福。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每

个人都获得更多的幸福，你幸福、我幸福、他幸福，无数个人

幸福的叠加，就是美丽富强的祖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

每个人都是幸福的创造者。无论岗位多么平凡，无论从事

什么工作，尽职尽责、苦干实干，做最好的自己，就能书写无

愧于时代的人生精彩画卷。

这样的美最动人

■本报记者 苏晓梅

“高处作业一定要规范使用安全防护用品，不要只靠经
验。安全带、延长绳、速差器要配备齐全，攀登时脚钉要踩
实！”10月3日7点，在双青—北郊（以下简称“双北”）线路工
程组塔施工现场，天津送变电公司西北部地区电网施工项目
部经理王淼对即将上塔的作业人员大声嘱咐注意事项。

双北Ⅱ回500千伏线路工程作为构建天津500千伏双
环网大动脉关键一环，建成后将提高天津电网接受外电能
力，满足京津及冀北电网整体规划需要。作为我市重点建
设工程，电力职工即使是在假期，也全力以赴加紧工期，坚
守在铁塔银线。
“安全是基础，所有作业人员时刻要对安全隐患保持警

惕。”王淼转身走向吊车，此时司机正在对吊车制动系统、液
压系统、起吊系统进行最后检查。
“哔——”地面将部分塔材拼装完成后，项目总工周建

业吹响口哨，吊车指挥人员接到起吊信号，示意吊车司机
开始起吊。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苏晓梅

国庆假期首日上午9时30分，河西区粤江里小区内东
北侧，一队施工人员正加紧切割新型供热管金属保温外
皮。随着切割机向下，亮锃锃的保温外皮切口处焊花飞溅。

正在施工的是供热老旧管网改造项目，粤江里小区正
是天津能源集团城安热电公司负责的22个小区点位之一。

该小区供热系统已连续运行23年，供热管网老旧，保
温性能下降，能耗需求增高。“特别是近几个采暖季，地埋管
网管壁腐蚀日益严重，容易发生泄漏情况。”城安热电西青
供热服务中心热力专工郜文龙说。
供热季在即，公司在能源集团统一部署下，在“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开展“冬病夏治、旧病新治”行动，将粤江
里小区供热管网改造纳入计划，更新改造小区4500米二次
供热管网和650米一次供热管网，预计10月10日前完工。
“我们这是老小区，老人多，改造完供热效果能更好，真

不错！”家住62号楼的王奶奶提着刚买的菜，看着忙碌的施
工人员，满脸高兴。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徐杨

昨天早上6点多，和平区南市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医生高金海早早起床，收拾妥当。虽然是国庆假期，但他
和往常一样，准备迎接观察点里新一天的工作。高金海所
值守的隔离医学观察点设在香槟小镇酒店内，来自南市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护士组成工作团队，照料和观察
着“住客”的日常生活起居。工作间隙，记者通过视频连线
采访了高金海。

高金海原本是中医推拿医生，但在隔离医学观察点里
医务人员们都有新的“角色”，作为医疗管理组的一员，早
晚对走道、楼梯等场所消毒，运送生活垃圾成为他每天的
例行工作。

同事们给留观人员送完早餐，高金海穿好防护服、脚
套，戴上护目镜、手套，拿起装好消毒剂的喷壶，进入隔离区
做环境消毒，每一个角落都仔细喷洒到位，每一处细节都不
容丝毫差错。
“进到隔离区域就等同于进入‘红区’，防护服虽然不厚

但透气性差，穿上之后立刻觉得非常闷热，走一个来回就浑
身是汗，完成整个消毒作业还是挺消耗体能的，不过从去年
到现在已经都习惯了。”高金海说。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胡萌伟

“这里是车站的南端头，正处于基坑开挖阶段，北端
头那边速度更快，已经开始主体结构施工了。”中建二局
四公司张道口站安全总监韩俊杰告诉记者。如他所言，
眼下地铁7号线张道口站施工正如火如荼，汽车吊、挖掘
机、叉车等各种机械随处可见。
“每年10月至12月初，正是我们施工的黄金季节。为

了完成工期节点，甚至把活儿尽量往前赶，本月还会陆续
上人，达到150人左右。”张道口站工区负责人辛璐说。

节日期间不停工，电工刘绪星也早已习惯了。33岁
的他从事建筑行业已经10多年了，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
能回到山东菏泽和家人团聚。“爷爷、奶奶90多岁了，大姑
娘12岁了，一直是班里的学霸。”说起家里的情况，刘绪星
满是自豪。可最近，他也有些惦念家里。正是秋收时节，
老家的农活只能靠50多岁的父母两个人；大女儿打来电
话，说起假期同学和父母一起出游，刘绪星心里有些不是
滋味。 （下转第2版）

国网电力：坚守铁塔银线

能源集团：改造管网暖过冬

地铁7号线：师徒奋战工地

观察点：隔离不隔温暖

■本报记者 叶勇

“各组登车！”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巡逻车依次驶出营
区。昨日，天还未亮，武警天津总队官兵按规定路线开展了巡
逻。在机场、车站和旅游景点等人流密集区域，一抹“橄榄
绿”行走在人群中，保障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假期。

在天津站，针对国庆假期时间长、人员流动大、区域敏感
等特点，武警天津总队执勤二支队开展专勤专训、查漏补缺，
及时完善方案。“每天要走5万多步，执勤10个小时以上。”武
警天津总队某中队指导员张达介绍，他们扩大巡控范围、增加
巡逻频次，并利用执勤阵地，24小时坚守战位。

执勤阵地作为武警天津总队“智慧磐石”建设成果，今年
首次运用。 （下转第2版）

■本报记者 宋德松

清晨时分，两辆小客车在津蓟高速公路九园站32公里附
近发生轻微车损追尾事故，正好被巡查至此的交警高速公路
一支队津蓟大队津围站警区警长孟凡斌看个满眼。他立即按
照流程快速完成了处置工作……两车很快驶离，现场通行秩
序未受到大的影响。
不仅高速交警，国庆假期，全市交警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通畅和公安交管业务的正常办理，都坚守在不同岗位上。
同以往节假日一样，位于和平区的瓷房子景点今年国庆节

吸引了大量游客。交警泰安道大队每日清晨一大早就提前在
辽宁路与新华路之间的赤峰道上设置了机非隔离护栏，让行
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人车分离”各行其道。 （下转第2版）

武警官兵：守护平安全天候

■本报记者 杜洋洋

国庆假期，宝坻区民政局，宝坻团区委，新安镇党委、
政府，宝坻区一家亲青年志愿服务社组织200余名青年志愿
者开展“亲情手牵手 关爱百分百”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青年志
愿者与116位经济困难、高龄、空巢、独居老人进行“多对一”
结对子服务。
“多亏你们帮忙，才能让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里干

干净净的。”10月2日上午，在宝坻区新安镇张家庄村78岁的
空巢老人张玉平家中，青年志愿者帮助老人拆洗被褥、扫地、
擦玻璃、整理物品。随后，青年志愿者们在还围坐在老人身边
话家常、讲笑话，倾听老人的心声，屋内充满欢快的笑声，老人
脸上也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下转第2版）

交管部门：“荧光黄”保出行

志愿者：胜似一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