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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来了专业体育教练

利用课后服务时间为学生提供义务训练指导 积极推动
“冷门”
体育项目普及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双减”之下的新学期，我市中小学全面
实施“5+2”模式的课后服务，即每周5个工作
日，
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课后服务。全市各中
小学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开展了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素质拓展活动。其中，体育类活动特
别受学校和学生们的青睐。随着学校开设
的体育社团和体育素拓课程越来越多，一大
批专业的体育教练走进校园，他们为学生带
去了专业的训练指导，同时也为不少运动项
目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昨天16时，
在天津市实验小学体育馆里，
40名学生跟随2名专业击剑教练进行着步伐

移动的学习。同一时间，
60名学生跟随其他3
名专业教练，进行着体适能的训练。随后，
一场趣味体适能比拼赛开始，现场气氛热
烈，
掌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这5位教练并不是学校的体育老师，
他们
全部来自智桥体育综合素质中心。
“之前我们
与5所中小学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
我们会定
期派出专业教练进校园，帮助学校开展体育
活动，很多学校对专业体育教练都有需求。”
在智桥体育综合素质中心负责人石磊看来，
这种需求在“双减”政策落地后变得更加迫
切，
“学生作业少了，
辅导班没了，
在校时间延
长了，
随着家长对孩子健康越来越重视，
学校
对专业体育教练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
目前，智桥体育综合素质中心共有包括
击剑、篮球、羽毛球、田径、跳绳等项目的专
业教练33名。
“ 我们每周会派出32名专业教

练，
走进13所中小学，
为学生提供义务体育训
练指导。我们设有活动菜单，学校可以根据
自己的特点进行自由选择。
”
石磊说。
“双减”让学校与专业体育团体的合作
变得更加紧密。其实，在我市，专业教练进
校园并不是“新鲜事”。近年来，我市不少中
小学与校外体育团体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校
园体育活动。这其中有学生们比较熟悉的
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也有击剑、
滑冰等从“冷门”到“热门”的项目。特别是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冰雪项目开始跟随
这些专业教练走进校园。
2019年12月，第六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
动仪式在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举行。
和平区岳阳道小学12名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及
学校2名优秀冰雪运动员参加了这项活动。
从那时起，岳阳道小学的学生们便与冰雪运

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们邀请了校外专业
的体育教练进校园、进课堂，
为学生们普及冰
雪运动知识，带学生们体验冰雪运动装备。
现在，
我们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冰壶队，
利用课
后服务时间在学校进行模拟训练。除了邀请
专业体育教练外，我们还计划带领学生们走
出去，到专业的场地上进行冰雪项目的学
习。
”
岳阳道小学校长褚新红说。
在学校积极与校外专业体育团体合作的
同时，
一批退役运动员走进我市中小学校，
成
为体育教师队伍的有益补充。
“他们中有学生
们比较熟悉的体育项目的运动员，
也有网球、
曲棍球、棒球等学生们平时接触较少的体育
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的到来，将为这些运动
项目的普及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也加大了
我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发掘和培养。
”
市体
育局人事处处长张铁成表示。

今天是重阳节

市市场监管委严查外卖订餐

开区了解到，
在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国家
外汇管理局滨海新区中心支局、市金融工作
局、
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
天津经开区日前完成了首笔跨境人民币保
理业务。该项保理创新模式不仅拓宽了人民
币跨境应用场景，
而且解决了企业国际业务回
款周期长、
占用资金多、
汇率波动影响等问题。
此次首笔跨境人民币保理业务由经开区
企业安途金信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完成。该类
业务以中国国航机票售卖全程业务数据为交
易基础，
以跨境人民币为结算方式，
形成境外
机票的人民币售卖——人民币保理——人民
币应收账款收回的闭环管理，
开拓了跨境保理
业务由商业保理公司办理的新模式。

方大捐赠款物1亿元支援山西
本报讯

吴巧君

（记者
）日前，
辽宁方大集
团旗下的天津一商仓库内，一箱箱救援物资
紧急装车，
火速支援山西。
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极端强降水
天气，多地遭受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
心，10月11日，辽宁方大集团通过山西省慈善
总会向山西受灾地区捐赠现金5000万元人民
币和价值5000万元的应急救援物资，用于当
地防汛救灾、民生保障和灾后重建工作。当
日，5000万元现金已捐赠到位，大批救援物资
陆续筹措，火速发运，全力助力政府和社会
各界救灾工作。

一股较强冷空气将抵津
本报讯

苏晓梅

（记者
）连续几天阳光明
媚的秋日过后，
昨天夜间，
小雨造访津城。随
后，
一股较强冷空气将抵津，
届时大风降温来
袭，
气温将刷新入秋以来新低，
市区最低气温
预计仅为5℃，
北部山区最低气温将接近0℃。
昨天半夜，分散性降雨抵达我市，此次
降雨过后，津城将迎来一次较强冷空气过
程。15日到17日，此次较强冷空气将带来大
风降温天气。其中，15日下午至16日，我市将
出现5到6级东北风转西北风，阵风可达8级，
16日后半夜风力逐渐减弱。受此次冷空气影
响，
津城降温明显，
16日白天津城最高气温将
降至10℃到12℃，17日早晨中心城区最低气
温可降至4℃到5℃，北部地区最低气温预计
为0℃到2℃，
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
将出现初
霜冻。从18日开始，最高气温才会回升至
15℃到16℃。

聚焦民忧民盼 主动担当作为
本报讯

苏晓梅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天津经

廖晨霞

李国惠

（记者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为群众办实事，要深化党建引领基
层治理，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轴心作用，优化网格化
管理，成为居民的贴心人。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邀请武清区相关部门负责
人，围绕小区私自圈占、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等群众关
心的身边事，
一起推动问题解决。
武清区东蒲洼街北岸尚城小区有40多栋楼，有居民
私自圈占小区空地，种菜养鸡、搭建车棚，一直没有得到
有效治理。徐官屯街景瑞花园小区有多栋高层住宅，小
区没有充电车棚，居民的电动自行车大多通过电梯上楼
充电，
存在安全隐患。
节目中，
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小区存在的私自圈占
问题，
属地综合执法部门将联合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进
行联合治理，
压实责任，
防止回潮。对于电动自行车充电
隐患问题，
属地将积极推动小区充电车棚建设，
引入专业
运营公司维护管理，并与公安、消防部门联合行动，形成
执法合力，
消除隐患，
切实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
）记者从市市场监
管委了解到，该委开展的“外卖订餐”食品安
全专项执法检查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目
前，已立案调查违法行为48件，下线“外卖订
餐”
经营者47户。
8月30日以来，市市场监管委在全市范围
针对各区销量前20名“外卖订餐”经营者和大
众点评排行榜“网红餐饮”，部署开展“外卖
订餐”食品安全专项执法检查。截至目前，
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10822人次，检查“外卖
订餐”经营者5411户，针对各类违法违规问
题，共督促整改154户，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74份，立案调查违法行为48件，下线“外卖订
餐”
经营者47户。
近期，市市场监管委约谈网络餐饮服务
第三方平台分支机构美团外卖和饿了么，要
求其按照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规范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及时制止入网餐饮
服务提供者的违规行为。今年以来，两大网
络订餐平台分支机构共下线违规商户2000余
户，
有效规范了网络餐饮服务的市场秩序。

经开区推出跨境人民币
保理业务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
）日前，人社部“国家级专业技
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负责人能力建设高研班”在津开
班，人社部牵头实施的新一轮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
新工程正式启动。
人社部牵头实施的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以
人才能力建设为核心，以培养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
专业技术人才为重点，紧密围绕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在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通过实施
高级研修项目、专业技术人员能力提升项目、数字技术
工程师培育项目、国家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建
设项目等4个重点项目，开展大规模知识更新教育，每年
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
本次高研班于10月12日至10月14日在津举行，部署
解读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专题辅导专业技术类新
职业培训与水平评价要点，宣传贯彻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化管理、智能制造等10个数字技术
技能领域的国家职业标准。

《百姓问政》关注武清区小区私自圈占等问题

下线经营者47户
本报讯

新一轮国家专业技术人才
知识更新工程在津启动

疫情快报
10月12日18时至10月13日18时

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新增2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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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清区现有农村幸福大院129所

5万多名老人在幸福大院幸福养老
本报讯

陈忠权

（记者
）昨天从武清区
获悉，为了让农村老人享受社会化服务，
武清区全力破解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全力
推进农村幸福大院建设。目前，全区现有
农村幸福大院129所，5万多名60岁以上农
村老人安享晚年幸福生活，位于全市10个
涉农区首位。
昨天一大早，武清区王庆坨镇尤张堡
村的老人们来到村里的幸福大院吃早饭，
热气腾腾的早饭香味扑鼻。吃完早饭，老
人们来到娱乐室下棋、聊天、唱歌。中午
的午饭是四菜一汤，老人们在这里的日子

过得温馨又惬意。
武清区幸福大院配有休息室、
配（就）餐
室、
文体活动室、
健身康复室、
医疗保健室和
老年课堂，
具有
“五室一课”
功能。该区还同
步建立幸福大院建设运营补贴制度，
每所幸
福大院根据规模给予30万元至50万元不等
的建设补贴和每年2.5万元的运营补贴，纳
入社会化改革运营试点的给予每年12万元
运营补贴。武清区农村幸福大院探索出农
村养老新模式，
解决了年轻人外出务工，家
中老人无人照顾的后顾之忧，也为保持农
村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数据助力打造四级养老服务网络
—— 西青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

本报记者 王音

一屏知晓全区重点老年群体信息、一
键呼叫贴心服务送上门、一卡享受多层次
养老服务……重阳节来临，西青区智慧养
老服务平台也正式上线。以大数据为支
撑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综合了重点老人
安全监护、应急呼叫、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养老企业线上监管、助老志愿服务管理等
功能，
开启了“互联网+养老”
的新模式。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张家窝镇知景澜
园内的西青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4500平
方米的中心内设有一级老人家食堂等十
几个功能区。在中心二楼的智慧养老服
务平台中控室，弧形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
全区养老服务信息。针对不同的老人群
体，
系统以不同颜色区分。
“屏幕上的红点代表本区户籍老人的
分布，我们提供‘居家助老服务包’，在家
中安装了人体红外感知仪器、紧急报警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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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桥区“小区管家”开展庆重阳志愿服
务活动，为孤寡、空巢、困难老人义务提供打扫
卫生、理发等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2. 昨日，和平区土山花园社区举行“爱
满重阳节 金秋夕阳红”主题活动，辖区共建
单位的青年工作者给老人送去节日祝福。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钮等，
一旦有突发状况，
老人可以向平台一键
报警。平台会循环拨打家属电话，社区网格
员也会及时上门。
”
西青区智慧养老服务中心
负责人段桐说。西青区还将分期分批为全区
21.7万60岁以上老年人发放助老服务卡。老
人使用助老卡可在老人家食堂刷卡就餐、购
买居家服务等。
今年，西青区启动养老服务提升三年行
动，着力建设区、街镇、片区、村居四级养老
服务网络。
“ 我们将继续加强街镇级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和片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今年
年底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60%以
上，老年助餐补贴范围扩大到本区户籍70岁
以上老人。”西青区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郭
金花说。

徐杨

（记者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获悉，10月12
日18时至10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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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2日18时至10月13日18时，我市新增3例境外输
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印度籍2例、乌克兰籍1例，均为普
通型，均为“马士基杭州”轮输入），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351例（中国籍310例、菲律宾籍10例、美国籍4例、
乌克兰籍4例、波兰籍3例、印度籍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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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例，在院15例（其
中轻型1例、普通型14例）。
第349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印度籍。该患者乘坐
“马士基杭州”轮，
于10月11日抵达天津港锚地，
入境时体
温36.9℃，申报有咳嗽、头痛、咽痛等症状。10月12日新
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
医院治疗。胸CT示左肺上叶及双肺下叶炎性病变。经
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50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乌克兰籍。该患者乘坐
“马士基杭州”轮，
于10月11日抵达天津港锚地，
入境时体
温36.9℃，申报有轻微咳嗽、味觉嗅觉丧失等症状。10月
1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
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示左肺下叶后基底段小结节伴周
围磨玻璃密度影。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境
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5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印度籍。该患者乘坐
“马士基杭州”轮，
于10月11日抵达天津港锚地，
入境时体
温36.4℃，申报无异常。10月1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
果为阳性，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治疗。胸CT
示左肺上叶及双肺下叶炎性病变。经市级专家组综合分
析确定为我市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全
程实施闭环管理。
10月12日18时至10月13日18时，我市新增2例境外输
入无症状感染者（印度籍1例、缅甸籍1例，
均为“马士基杭
州”轮输入），累计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59例（境外输入354
例），尚在医学观察8例（均为境外输入）、解除医学观察
304例、转为确诊病例47例。
第358例无症状感染者，印度籍。该患者乘坐“马士
基杭州”轮，于10月11日抵达天津港锚地，入境时体温
36.4℃，申报无异常。10月1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
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
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
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第359例无症状感染者，缅甸籍。该患者乘坐“马士
基杭州”轮，于10月11日抵达天津港锚地，入境时体温
36.2℃，申报无异常。10月12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
即由120救护车转送至海河医院就诊。经市级专
家组综合分析确定为我市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境外
输入）。全程实施闭环管理。
经市专家组讨论，第349例无症状感染者、第351例无
症状感染者于10月12日从海河医院出院，转入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
截至10月13日18时，全市无现存疑似病例，累计排查
密切接触者15891人，
尚有312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