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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 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荣程集团携手

政校企协同共建创新研究院

本报讯（记者 张鸾）近日，小站镇
韶华园、芳华园还迁房项目正式竣工
还迁，171户还迁居民陆续领到新房钥
匙，成为该小区的首批住户。

选房当天，居民们大多是一家人
结伴而来，刚刚领取完新房钥匙的莫
阿姨难掩喜色，她告诉记者：“新房我
们全家已经看过了，无论从地段、房
型、周边环境和品质，都特别满意。
再也不用害怕屋顶漏雨、漏风了，我
们住进了新楼房，生活会越来越好，
今年就能在新家里过年了，我们全家
都很期待。”

为了节省办理入住手续的时间，
工作人员将物业、结算、领钥匙、验房
等环节集中到一个办公地点，形成了
一站式服务窗口。只要还迁居民备齐
手续，审核完成后直接领取新房钥匙，
省时省力。

此次还迁涉及韶华园、芳华园12
栋多层建筑，共542套住宅，房型从50
多平方米的一居室到100多平方米的
三居室应有尽有，极大限度地满足了还
迁居民的住房需求。此外，小区地下停
车场、居民活动广场配套齐全，绿化面
积达到了40%，居住环境便捷舒适。

小站镇棚户区正式还迁
171户还迁居民领到新房钥匙

本报讯（记者 陈涛）11月1日是
本市集中供热的第一天，津南区全力
做好供暖保障，让全区百姓温暖过冬。

供暖首日，天津旭阳热力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技术人员来到双港镇仁嘉
花园小区，专门入户查看供热不足问
题。有住户报修，他们会第一时间入
户维修，确保供热线路正常运行。

由旭阳热力公司负责的鑫北供
热站肩负着周边约5万户居民的供热
任务。今年，该供热站将原来的5台
80吨的燃煤锅炉，改造成5台100吨
的燃气锅炉，是今年全市最大的锅炉

煤改燃项目。项目实施后，不仅供热
面积可从原来的500万平方米增加到
800万平方米，每年还能够减少燃煤
10万吨左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1.8
万吨，为早日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
助力。

据了解，津南区共有供热站30
个，将采取燃气、热电联产、燃煤、地
热等方式运行，集中供热总面积达
4137万平方米。全区供热企业已从
10月26日开始陆续完成点火，10月
31日实现全部升温送热，并于11月1
日实现达标送热。

津南全力做好供热保障工作

让全区百姓温暖过冬

康复医疗专业教学现场

小站稻高标准农田丰收

连日来，津南区八里台镇大孙庄村的8000亩小站稻高标准农田迎来了丰

收。金灿灿的稻浪随风起伏，浓浓的稻香扑面而来，收割机穿梭其间，农民们

尽享丰收喜悦。今年，大孙庄种植区优选津原89作为主栽品种，精选津原

U99、金稻919等作为高端品种扎根于此，亩产达到1100斤。 唐文博 摄

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10 月 28
日，“双碳”工作政校企协同战略研讨会
成功举办，津南区与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共建“碳中和应用技术
与职业创新研究院”；同时，中德应用技
术大学与荣程集团也将合作建立“天津
金属材料与质量管理工程产业学院”。

当前，津南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部
署要求，坚持“三绿色一生态”，全力建
设绿色生态示范区、创新发展聚集区、
会展经济功能片区，加快打造“双碳”

工作先行示范区，形成“1+3”发展思
路，为实现“双碳”目标打下了坚实基
础。研究院、产业学院建成后，将有力
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和科技成果转
化，助力津南区在节能降碳、人才培
养、绿色发展等领域探索实践，各方也
将在政府智库、企业低碳转型、场景应
用等方面深化合作，为津南区乃至全
市实现“30·60目标”贡献力量。津南
区将全力服务支持研究院、产业学院
发展壮大，共同打造天津“双碳”工作
先行示范区。

会上，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新能源
协会、荣程集团有关负责人分别致辞；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情寄语，并做了主
题报告。津南区政府、中德大学负责
人分别介绍了创新研究院方案、产业
学院章程。“碳中和应用技术与职业创
新研究院”成立后，双方将在制定新职
业标准、建立培训方案和评价机制等
七个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推动“双碳”
产教融合发展；“天津金属材料与质量
管理工程产业学院”成立后，双方将在
应用型人才培养、政产学研用金等方

面开展广泛合作。
此外，现场签署了2个项目合作协

议，发布了15个企业需求项目，这些项
目均来源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现有技
术或产品的改进、新产品研发、共建研
发平台的需求，诚邀高校师生以“揭榜
挂帅”的形式开展合作。

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市人社
局、市工信局、市教委、市科协、市新能
源协会有关负责同志，区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以及企业、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了活动。

本报讯（记者 董莹莹）按照“宜
时宜地宜物”的鸟类放飞标准，10月
26日，天津市规划资源执法总队、天
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心与
津南区农业农村委三方联合在绿色
生态屏障八里湾集中放飞了127只
被查扣候鸟。经过短暂的“休养生
息”后，候鸟将择机起身南行，回归
自然。

在爱鸟人士的见证下，127只候
鸟竞相冲出鸟笼，振翅起飞。一时
间，鸟鸣嘤嘤在林中萦绕，为秋日绿
屏增添了几许灵动。此次放生的鸟
类包括黄胸鹀、红协绣眼、蓝喉歌鸲
等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及有益
的、有重要经济价值、有重要科学研
究价值的“三有”动物。
“根据国家林草局近期的通知要

求，进入候鸟迁徙季以来，天津市规
划资源执法总队加大了查处涉及违
法野生动物交易驯养的违法行为。”
天津市规划资源执法总队野生动植
物资源保护支队支队长李文兵说，

“截至目前，共查处各类交易、驯养行
为20余起，查扣野生鸟类120余只，经
过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中
心的野化训练后，这些候鸟已经符合
放生条件。”

绿屏·八里湾内，林田水面积按
1：1：1的比例分布，湖岛相间、阡陌交
错、水光波动，形成了一幅蓝绿交织
的自然生态美景，生物多样性随之凸
显，灰惊鸟、大斑啄木鸟、白鹭等40余
种野生鸟类都对此地“情有独钟”。
“之所以选择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进
行放飞是因为这里的生态环境比较
好。密布的绿植、丰沛的水源，为这
些林鸟的栖息和繁殖提供了条
件。 ”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
殖中心高级农艺师刘洋表示，“我们
把津南区绿色生态屏障列入到了放
归点位名单，后期会继续把适宜的野
生动物于此地放生。”

据介绍，从11月初到12月底，将
有大批候鸟途经天津往南迁徙，届时
这127只候鸟将跟随鸟群向南翱翔。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10月 27
日，津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餐
饮安全你我同查”活动，与区质量监
督检验所工作人员、消费者代表一起
走进人气排名较高的网红餐厅，直击
食品安全检查一线，共同守护“舌尖
安全”。

当天上午10时30分，检查组来到
位于新华城市广场的一家餐厅，执法
人员向餐厅相关负责人出示了工作证
件，随即对餐厅食品经营许可及人员
健康证公示情况、食品加工区域环境
卫生等开展了全方位检查，并当场提

出了相应的整改意见。
当天，检查组还对餐饮店的白

菜、白萝卜、生菜、娃娃菜、油麦
菜、冬瓜等多种蔬菜进行了农药
残留的快检，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同时对后厨操作间餐具表面的洁
净度进行了快速检测，检测结果
均为合格。

下一步，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将
持续开展“你我同查”活动，做到常
查不懈、长效监管，督促服务单位
落实食品安全，保证消费者的饮食
健康。

在人才培养的“蓄水池”中，职业教
育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津南区持续
升级服务保障，以扎实的举措，持续激发
职业教育发展活力。

走进位于葛沽镇的天津滨海汽车工
程职业学院，新招录的48名学生正在进
行汽车维修的理论学习。今年7月，天津
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获得了市人社局
的批准，设立了天津市海河技工学校，并
设置了汽车维修、汽车营销和新能源汽
车检测与维修三个专业。作为天津市唯
一一所全日制民办技工院校，天津市海
河技工学校自申报工作完成后15日就成
功设立。如此高效的审批流程，得益于
津南区对职业教育的大力支持

在审批过程中，由于天津市已经有
许多年没有批复建立新的技工学校和

中等职业院校，很多文件和流程需要
一定的时间去查证和规范。天津滨海
汽车工程职业汽车学院校长云景乾
说：“当时，津南区人社局一日一对接，
帮助我们准备材料，邀请专家指导完
善申报材料，从规范性上严格把关，确
保审批环节不出问题。”

为了推动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津南区筹建工作专班，建立定期服
务机制，每日安排专人进行日常对接，
现场指导工作，全方位把脉纾困。康复
医疗专业作为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
学院三大专业之一，它的设立也得益于
此。云景乾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工科
学校申办康复医疗专业是十分困难的，
津南区积极与市卫健委沟通，说明申报
的主要思想和目的，经多方协调才使得
这个专业获批，目前康复类专业已经占
我们学校总规模的40%。”
“零距离”听需求，“点对点”解难

题，津南区尽心服务，全方位帮助职业
院校解决发展中的堵点、痛点、难点，加
强技术技能人才建设，为职业院校发展
保驾护航。 记者 周茹涵

津南区为职业教育发展助力

零距离听需求 点对点解难题

10家公司合作开启

2022绿色智慧建筑第二展

本报讯（记者 唐文博）11月2
日，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
公司主办的首场中国建筑科学大会暨
绿色智慧建筑博览会展会合作、中建
八局华北公司战略供应商合作签约仪
式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成功举办。

在与会同志的共同见证下，国家会
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筑
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北公司分别与
信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八局集团
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厦门厦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霸州市三强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赛莱默（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市新宇彩板有限公司、奥的斯电
梯（中国）有限公司、安捷诚栋国际集

成房屋（北京）有限公司签署2022展会
合作协议及战略供应商合作协议。

2022第二届GIB绿色智慧建筑
博览会已蓄势待发，下一步，展会将持
续深化首展成果，充分发挥全产业链、
全渠道资源整合能力，对接国内国际
市场，为客商打造上下游、行业间沟通
交流渠道，实现资源互通、优势互补、
产业互联、市场互动，助推建筑业内外
畅通、双轮驱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
发展，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同
时，中建八局将独立参与GIB绿色智
慧建筑博览会，展示企业先进技术及
品牌风采，积极调动内外部资源，大力
支持展会成功举办。

127只候鸟放飞绿屏·八里湾
11月到12月将随鸟群南迁

本报讯（通讯员 李菲）为引导全
民积极参与诚信建设，构建守法、诚
信、道德的良好社会环境，弘扬“守信
为荣、失信可耻”的道德风尚，近日，
葛沽镇开展了“惠民‘信易+’诚信你
我他”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条幅，发

放诚信天津、诚信津南、民法典、农
民工法律援助手册、如何防范诈骗
等宣传折页，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以身边人、身边事，积极鼓励群众
诚信经营、诚信做人，依法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让“诚实守信”理念深
入人心。

葛沽镇开展守法诚信宣传

本报讯（记者 刘文姝）10月 29
日，双港镇、辛庄镇联合举办秋季现场
招聘会，24家企业进场招聘，为求职者
提供了近百个就业岗位，83人进行了
现场招工登记。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求职者在“就
业云超市”平台登记的岗位需求，两镇
劳动保障部门筛选出热门岗位，及时
与招工企业做好对接，一方面做好线
上推送，另一方面搭建线下对接平台，

让双方面对面沟通，精准对接岗位。
现场，工作人员还积极向求职者推荐
就业微信群，求职者加入后，可及时获
取招工信息，咨询就业相关问题。

今年以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双港镇陆续举办了几场小型的对接
会、招聘会，结合线上“就业云超市”平
台，也举办了多场线上招聘会，并组建了
就业微信群，及时线上推送招工信息，多
途径助力求职者找到满意的工作。

双港镇辛庄镇联合举办秋季招聘会

线上线下联动 搭建就业平台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餐饮安全 你我共同守护

我为群众办实事

求职者现场登记 刘文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