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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第一天 感受“和平温度”

记者 李震 张艳芬 赵蔓灵

■

随着气温下降，供暖成为市民普遍关
心的问题。供暖第一天，
和平区各部门、
各
单位全员投入，
确保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居民家里很温暖
“家里来暖气了！在家穿短袖都不
冷。”供暖首日，和平区南营门街文化村社
区居民赵国海在朋友圈晒起自己的“小幸
福”
。上午 9 时，
赵国海家就已明显感到暖

意融融，
摸摸暖气片，
虽不烫手但很热乎。
“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像暖气热不热
这样的每一件小事，党和政府都关心着我
们，
现在的生活我们特知足。
”
赵国海说。

维修人员很努力
刘富生是和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大
陆供热站的一名维修人员，在这里工作近
20 年。进入供暖季以来，他每天 7 时 30 分
到岗，每天走访维修达 50 至 60 户。遇到
刘师傅的时候，他正在去解决吉星南里小

区一户居民家暖气不热的问题，询问相关
情况后，刘师傅熟练地拿出工具进行维
修，
不一会儿，
暖气逐渐恢复了温度。

供热部门很忙碌
记者走进和平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大
陆供热站，这里机器轰鸣，监控大屏幕上
显示各个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时刻关
注着各小区的供暖温度。
据了解，为了今冬供热保障安全、顺
利进行，和平区各供热部门和供热企业从

供热准备、供热服务、应急保障等方面入
手，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保供暖正常，
居民家中温度达标。提前做好燃料储备、
系统注水、打压、设备检修调试等各项准
备工作，为了保障供热稳定运行，各热力
公司采取了轮班制度，
人员 24 小时值守。
为提高供热服务质量，和平区进一步
完善各项应急预案，确保供热运行期间快
速、有效地处理各项突发事件。
“如果发现
有跑冒滴漏和其他设备方面的问题，工作
人员第一时间及时抢修。”大陆供热站负
责人介绍到。

天猫理想之城
亮相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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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宝顺

（记者
）10 月 30 日，一只
抱着糖果的巨型天猫出现在和平区金街步
行街上。糖果采用颗粒拼装出来的凹凸立
体字——天津，引得过往市民游客纷纷驻
足观看、打卡拍照。
作为今年天猫双 11 理想之城九个分
会场之一的天津，以“美好生活加点糖·喵
糖总动员”
为主题，
将天津多个地标性建筑
以糖果的形式包装，
“世纪钟”变成了棒棒
糖，
“天津之眼”变成了承载棉花糖的观览
车……给人一种“天津·甜蜜”的感觉。在
这里，市民游客感受到的不仅是在天津如
糖果般的“甜”，再有就是“津”心设计的打
卡“潮级玩家馆”
“野外露营馆”
“扎糖饼”
等
多个互动游戏及彩蛋，让大家在感受到
“潮”
的同时,能够享受“玩”
的乐趣。
新潮活动碰上百年老街，
市民游客们沉
浸在欢乐愉悦中。在这里，
支起桌椅、听着
音乐、
看着潮玩。带着孩子来理想之城体验
的市民苏女士对记者表示，
最近孩子在家憋
坏了，
这次带她来玩玩，
看到孩子欢乐的笑
容，
自己也感到非常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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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各部门、各单位全
▲供暖第一天，
员投入，保障供热稳定运行。
“天猫理想之城”亮相金街，引得过往
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看、打卡拍照。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餐饮安全“你我同
查”活动，引导广大市民共同参与辖区食品安
全治理。
本组摄影 张翅 任宝顺 王阳
▲

张昕然

▲

（记者
）日前，和平公证
处以本届赛事的公证单位的身份，参加了
由团市委、市人社局主办的第二届“海河工
匠杯”——天津市青工职业技能大赛暨第
十七届“振兴杯”
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天
津赛区选拔赛。
和平公证处始终秉持冲锋在前的奉献
精神，
第一时间组织业务扎实、经验丰富的
公证人员参加赛事。大赛恰逢周日，多组
公证人员放弃休息，
早晨 6 点在赛事场地准
时集合，以昂扬饱满的精神面貌开启一天
的工作。
本届赛事，
公证人员进行全程监督公证，
为青年蓝领的
“技术大练兵”
保驾护航。比赛
现场，
车床噪声刺耳，
机油味道刺鼻，
公证人
员克服种种困难，
坚守岗位，
一丝不苟地确保
（记者
）日前，区市场监管
比赛过程中无违规违纪行为。直到晚上8点， 局、区食药安办邀请区人大代表、政协委
公证人员方才结束一天紧张忙碌的工作。
员、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记者共同走进
据了解，
该项赛事至今已连续举办多年， “网红餐厅”后厨，开展餐饮安全“你我同
作为天津市一类竞赛，
影响力广，
权威性强， 查”
活动，
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目前已成为团组织推动技能人才发展、
服务
在检查前的座谈会上，区市场监管局
青年成长成才的有效载体和重要途径，
为加
介绍了对“网红”餐厅采取的监管举措和
强青年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项监督检查的相关情况，诚意向社会各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餐饮安全检查

走进餐厅后厨 提升食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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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

界征集意见建议。与会的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行业专家及媒体记者献计献策，就
“网红”餐厅、餐饮外卖、学校食堂、
“三小”
从业主体监管展开热烈讨论。
在随后的检查中，与会人员在区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天河城
购物中心，对数家“网红”餐厅的许可信息
公示、人员健康管理、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厨房环境卫生、
原料进货查验、
食品留样以
及餐厅食品安全制度建设等进行了检查。
现场对餐厅内的“互联网+明厨亮灶”
系统
二维码进行扫描查看后厨操作情况。
下一步，和平区市场监管局还将持续
开展餐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引导广大
市民共同参与辖区食品安全治理，推动辖
区餐饮单位食品安全质量提升，营造食品
安全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社
会共治氛围，形成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合力。

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最大限度维护儿童青少年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和平区全面开展 3—11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

记者 王阳

■

今年 34 岁的李蕊是小白楼街长春道社
区的综治社工，工作以来，她爱岗敬业，对
工作认真负责，凭借不凡的工作表现和积
极的工作态度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认
可。不久前，她被评选为和平区第十二届
“群众满意的好社工”。
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社区的工作包
罗万象，上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到居民
家中的鸡毛蒜皮。对于一名社区工作者来
说，想要把这些工作都干好，就要倾注大量
的精力和情感，用心来做，工作中，他们不
能有丝毫马虎，一天的工作时间里，几乎要
忙得团团转。
那是 2014 年的冬天，李蕊到社区工作
不到一年的时候，
她网格内的高层住宅楼要
进行自来水管道更换，
16 层以上的高层区就

和小圈子的，以人划线、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培植个人势
力、结成利益集团的，一律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2.严禁拉票贿选。对通过宴请、安排消费活动，快递
邮寄、电子红包、网上转账等方式赠送礼品礼金，以及打
电话、发信息、当面拜访、委托他人出面等形式，在民主推
荐和选举中搞拉票、串联、助选等非组织活动的，一律排
除出人选名单或者取消候选人资格，并视情节轻重给予
党纪政务处分，贿选的依法处理。
3.严禁买官卖官。对以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等为目
的贿赂他人的，通过帮助他人谋取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索取、
收受贿赂的，一律先停职或者免职，并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4.严禁跑官要官。对采取拉关系或者要挟等手段谋取
职务、提高职级待遇的，一律不得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并
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5.严禁个人说了算。对以个人决定代替党组织集体研
究决定的，授意、暗示、指定提拔调整人选的，一律取消相关
任用决定，并严肃追究相关领导和有关人员责任。
6.严禁说情打招呼。对为他人推荐提名、提拔调整疏通关
系的，违规干预下级或者原任职地区和单位干部选拔任用的，
一律作为领导干部违规插手干预重大事项的情形记录在案，并
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7.严禁违规用人。对借换届之机突击提拔调整干部、
超职数配备干部、违反规定程序选拔任用干部的，一律宣布
无效，并对相关人员依规依纪进行处理。
8.严禁跑风漏气。对泄露、扩散换届人事安排等保密
信息的，一律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9.严禁弄虚作假。对篡改、伪造干部人事档案材料的，在
换届考察工作中隐瞒或者歪曲事实真相的，一律予以纠正，并
视情节轻重对相关人员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
10.严禁干扰换届。对境内外敌对势力搅扰破坏换届
的，严加防范、坚决打击；对黑恶势力、家族势力、宗教势力
干扰影响换届选举的，违规接受境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
资助或者培训的，以威胁、欺骗、利诱等手段妨害他人自由
行使选举权的，造谣诽谤、诬告陷害或者打击报复他人的，
一律严厉查处，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理清思路 明确目标

为大赛保驾护航

图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现场

“十严禁”
换届纪律要求
1.严禁结党营私。对拉帮结派、上下勾联、搞团团伙伙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部署培训会召开

和平公证处

本报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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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昕然

为最大限度维护儿童和青少年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和平区已于 10 月 30 日
全面开展 3-11 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
“接种完成后三天内不要吃海鲜等易
过敏食物”
“为了防止注射部位感染接种后

24 小时内不要洗澡……”记者在疫苗接种
现场看到，接种前护士对家长和孩子详细
介绍接种注意事项。
工作人员对孩子的身份证、疫苗接种
本等信息进行仔细核对，并咨询家长有无
接种的禁忌症，在核对信息无误，家长签署
知情同意书后，方可进入接种区。完成接
种后需留观 30 分钟才可离开。接种现场运

心系社区 爱洒千家 坚守社工梦想
——记小白楼街长春道社区社工李蕊
有 150 多户，如果更换新的管道，需要每一
户都同意。
“喂，您好！我是居委会小李，咱
们楼现在免费更换自来水管道……”
这样的
电话沟通，一天要打上几十个，电话说服不
了的就入户去协调，不同意的说到同意，同
意的确定好不会变卦。哪个房号楼上楼下
的都同意了，她赶紧联系相关部门马上施
工，
从拆砸墙体，
到更换水管，
最后进行恢复
原貌，
每一个环节她都在楼里监督。中午施
工人员休息了，
她就挨家挨户通知下午几点
开始施工，
家中务必留人。更换工作彻底完

成已经是晚上 8 点，
就在她拖着疲惫的身子
准备睡去时，
手机突然响了，
是楼里跑水了，
她来不及换衣服，穿着睡衣，披上羽绒服就
往单位赶，
拿到居民联系册到楼里的时候电
梯已经不运行了，她穿着拖鞋“爬”到了 26
层，
此时的水已经漏到了 22 层，
等大家都清
理干净，
已经是凌晨 3 点半。此时她并不知
道，家中不到两岁的儿子正嚎啕大哭，不肯
睡觉只找妈妈。回到家的她抱着孩子睡去，
早上 8 点孩子还没来得及看她一眼，
她就又
出门继续一天的工作。

行平稳、高效。
据了解，和平区设立和平区少儿图书
馆接种点（张自忠路 160 号增 1 号）和民园
体育场接种点（民园体育场地下一层），每
日上午 8:00—12:00，下午 13:30—17:30 进行
接种。预计第一针 11 月 20 日前完成接种，
12 月 20 日前全程接种完毕。

张昕然 摄

2020 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冲淡了春节温馨的氛围。除夕，工作群
中一句“全员准备时刻返岗”让她真正熬了
夜。居民的安危，是她彻夜难眠的唯一牵
挂。大年初一一早，全员到岗，挨家挨户敲
门排查外地返津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
一人。居家隔离政策出台后，李蕊成为了
“楼道小蜜蜂”，负责给社区内居家隔离的
居民们送菜送饭，
丢弃垃圾。
今 年 ，李 蕊 光 荣 地 加 入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我将牢记党的教导，不断的学习，时刻
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进百家
门，解百家难，暖百家情，更好地为居民群
众服务。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坚守最初
的梦想。
”
李蕊说。

走基层 写一线

任宝顺

（记者
）日前，和平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召开
了和平区党政机关生活垃圾分类部署培训会。会议采取视频会
议形式，全区 75 家党政机关分管领导及工作人员分别在主会场
和各分会场参会。
会议首先介绍了和平区垃圾分类情况，
对《和平区全面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并结合实际，
分析了党政机关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的工
作措施，
为各党政机关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理清了思路，
明确
了目标，
强化了标准，
规范了程序。
市城管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就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意义、
相关
政策和工作目标，
从垃圾的产生及危害、
垃圾处理现状、
垃圾分类
必要性以及如何做好垃圾分类工作等方面进行授课指导。特别
强调了在垃圾分类工作中要加大执法力度，
提高执法震慑力，
落
实分类监督检查常态化管理，
形成有效督导保障。
下一步，
和平区将按照“十四五”
公共机构节能工作规划，
积
极推动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节约绿色低碳发展。增强和平区干部
职工的节能意识和参与意识，真正做到依法节能、全民行动，形
成“人人节约、事事节约、处处节约”
的良好氛围。

垃圾分类 全民参与
万全小学

营造冰雪进校园氛围
本报讯

曹莹

（记者
）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项目特色学
校，
也是全国第一个学校室内冰场，
和平区万全小学兴起了一股
冰雪运动之风。
滑雪、
冰球、
VR 滑雪、
旱地冰壶……一个个冰上项目被万全
小学搬到了普通地面上，
同学们依次体验这些新奇有趣的运动项
目，
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
感受着冰上运动带来的独特魅力。
万全小学开设了“冬奥冰雪知识大讲堂”，特别请来国际级
的冰球裁判员和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现场给同学们普及冰
雪项目的知识技能和冬奥会的有关知识。
漫步在万全小学，与冰雪运动有关的手抄报随处可见。每
一幅图画，
每一段文字都是万全学子的一个冰雪梦，
包含着他们
对于冬奥知识的理解，
也体现着人人争当“冬奥值日生”
的心愿。
万全小学校长赵岩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这一契机，进一步营造冰雪进校园的浓厚氛围，让更多的
孩子能够爱上冰雪项目，
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

普及急救知识

增强应急能力
本报讯

张艳芬

（记者
）
“按压胸位置是在两乳头连线中点下
方的位置，定位后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向下按压五次，每次一秒，
再按压叩击，
这个动作需反复进行，
直到宝宝将堵住气管的异物
冲出就可以了，
这是适用于一岁以内小宝宝急救的手法……”
前
不久，
和平创新大厦党委在党群服务中心，
为驻厦企业员工开展
“急救知识”
和《面对意外伤害，
你都做对了吗？——儿童家庭意
外伤害处理方法》技能培训活动。
培训老师通过讲述急救知识，介绍了“黄金 4 分钟”的急救
原则，
讲解了心脏骤停后实施心肺复苏的技巧与步骤。同时，
通
过案例讲述和现场实操，介绍了儿童家庭意外伤害处理方法和
海姆立克急救法。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
此次培训增强了大家的急救知识与技巧，
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讲述生动详实，
增强了自己的应急救护能力。
下一步，
创新大厦党委还将继续深化“红色领航·融聚创新”
党建品牌，以大厦企业职工需要为导向，摸准摸清企业职工需
求，
及时提供精准、务实暖心的服务，
为全力打造和平区“五个高
地”
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