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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向京津冀供气
已开11口井采气 瞬时气量达625万立方米/日 今冬明春可供应天然气突破23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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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从大港油田获
悉，11月8日上午，板中北板中南储气库作业
区库4—8、库4—9井开井采气，这标志着大港
油田储气库群正式开始向京津冀地区供气。
截至目前，该储气库群已开11口井采气，瞬时
气量达625万立方米/日，预计今冬明春可向
京津冀地区供应天然气突破23亿立方米。

天然气供应数据的背后，关乎着京津冀
千家万户温暖过冬，也关乎着京津冀今冬明

春平稳用气及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绿色
能源需求。作为京津冀冬供主力军，今年以
来，大港油田储气库群实施装置处理能力提
升项目，板南储气库全面提高应急调峰能
力，整个库群有望在今冬明春高峰采气突破
历史极值，为京津冀地区持续稳定、安全供
暖打下坚实基础。近期，正在建设的驴驹河
储气库两台压缩机也完成设备安装，地面重
要设施初见雏形，将在明年加入保供队列。

在此基础上，大港油田还加强与中石油、中海
油天然气销售公司和国家管网公司沟通协调，充
分发挥互联互通管线调峰功能，进一步增加代输
气量，争取更多上游资源，为今冬保供添足“底气”。
“为更好地应对保供高峰期，我们结合

今冬保供形势，优化天然气处理装置检修方
案，目前，两套天然气处理装置并列运行，开
足马力保障天然气增产增输。”大港油田天
然气公司经理王大星介绍，大港油田继续加

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并且各主力生产单位
提前做好冬防保温，谋划冬季安全生产及保
供措施，使天然气日产量保持“箭头向上”。

王大星告诉记者，根据数据统计，今冬
明春下游用户用气需求有较大幅度增加。
对此，他们将密切监测各站场输气压力、气
量等参数，监控各条输气管线运行状态，实
时跟踪用户用气情况，制定调配方案，保障
平稳供气、足额供气。

本报讯（记者 姜凝）昨天下午，天津理工大学启动大
中小学生生涯成长研学营活动，首批来自市民族中学、第
九中学、水上小学3所学校的近百名学生走进天津理工大
学“百年风华”党史学习教育展、电子显微镜中心、“海天一
体”实验室、明理农场，在这4个研学点轮流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电镜设备科普、船舶仿真系统操作、农作物采摘体
验等研学活动。今后，天津理工大学将开辟3条研学线路、
共15个研学点，订单式向有需求的中小学开放，开发一个
个符合“双减”要求的活动课程，助力学校开展课后服务。
“从没这样观察过，电子显微镜让我们看到蝴蝶翅

膀、月季花瓣等放大几百倍、上千倍后，竟会变得如此神
奇！”在理工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九中高一4班学生谷士
川兴奋地表示自己大开眼界。在“海天一体”实验室，中
小学生进入270度船舶操纵模拟器，在驾驶室当起“驾驶
员”，体验“船舶操纵”课程。“就像真的在海上，科技感太
强了！”民族中学高一1班学生李佳蒙说。在党史学习教
育展，中学生们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讲解和观看图片、
文字、视频等，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
程。在明理农场，小学生们边听讲解边采摘青萝卜、大
白菜等，忙得不亦乐乎……

据天津理工大学党委学工部部长刘江涛介绍，组织
开展大中小学生生涯成长研学营，是聚焦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助力“双减”政策落实落地，“我们还将与中小学常态
化沟通，不断探索课后服务形式和载体，持续开发符合
‘双减’要求的活动课程，推动中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提升。”

理工大学启动大中小学生生涯成长研学营

助力“双减”“走新”更“走心”

“双减”工作重在落实

■ 本报记者 陈忠权

11月7日8时，在武清区南蔡村“天民田
园”蔬菜基地，20多名菜农手拿扫帚、铁锨等
工具正在给一座座温室大棚清雪。清完雪
后，菜农们又忙着把温室顶的保温被掀开，
给萝卜、油菜、番茄等蔬菜增温补光。

在现场，武清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杨东
海一边帮着菜农清雪，一边叮嘱园区负责人
刘天民在入口处加挂一层门帘，不让寒风进
入，如果温度过低要及时启动暖风机或用燃
烧块增温，千万不能让蔬菜在夜间受冻。

在武清区大良镇一个蔬菜园区，杨东海
和蔬菜专家杨国宁、李向华帮助菜农抢收倒
塌大棚里的蔬菜，并联系保险公司理赔。

在武清区河西务镇合义庄村“青白蔬菜
合作社”蔬菜基地，负责人郭书艳带领社员
们给露天萝卜地清雪，避免萝卜冻害发生。
她和前来的镇村负责人商议，把20多亩露天
萝卜地全部建成温室大棚种植区，让优质萝
卜品种在冬季照常生长。新建温室大棚，有
市、区政府部门给的补贴资金，合作社再拿
一些钱，很快就能建起来，确保市民春节期
间吃上脆甜的萝卜。

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郭云峰介
绍，从11月7日下午开始，他们组成多个农技
专家团，分别深入静海、宝坻、宁河、武清、西
青、北辰、滨海新区等地蔬菜大棚，指导菜农
除雪增温，确保蔬菜正常生长，以满足市民
的“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 陈璠）作为天津的地标之一，“天津之
眼”摩天轮是一张闪亮的城市名片。从今日起，“天津之
眼”摩天轮卡通形象征集大赛启动网络投票，市民可通过
“天津之眼”摩天轮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投票页面，查看作品
信息、设计理念，为自己喜欢的优秀设计作品投上一票。

今年9月底，“天津之眼”摩天轮发布“征集令”，面向
全国征集卡通形象。大赛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次征集活动的参赛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专业设计
人员，也有高校学生和普通群众，还吸引了多名小学生
参与，虽然画笔稚嫩，但是孩子们的热情让我们非常感
动。参赛作品创意十足、丰富多样，不少参赛者还设计
了表情包、抱枕、购物袋等。”截至目前，共征集到来自天
津、北京、福州、大连等多省市的近百幅参赛作品。此次
评选活动经初审共有38件作品脱颖而出，进入网络展示
和投票环节，网络投票时间为11月10日至12月10日。

“天津之眼”征集卡通形象

初审38件作品脱颖而出 网络投票今日启动

涉农区清雪增温保蔬菜生长

让市民吃上新鲜蔬菜

本报讯（记者 徐杨）到2022年，我市将逐
步建立一支数量合理、素质优良的康复医疗
专业队伍，每10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6人、康
复治疗师达到10人；到2025年，每10万人口康
复医师达到8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2人。记者
昨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我市将从健全完
善服务体系、加强专业队伍、推进改革创新
等方面入手，加快推进康复医疗工作，让市
民享有全方位全周期的康复医疗服务。

增加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

医疗机构和床位数量

据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
将筛选扶持部分具备一定基础的一级、二级
医疗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鼓励和支持社会
力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康复医疗中心，鼓
励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需要设置
和增加提供康复医疗服务的床位。同时，鼓
励综合医院设置康复医学科，三级综合医院

康复床位数量为医院床位总数的2%，二级综
合医院康复床位数量为医院床位总数的2%，
但不得少于10张；鼓励专科医院设置与其诊
疗能力和疾病特点相匹配的康复医学科；另
外，全市至少设置1所二级或以上康复医院。

我市将通过建立医联体、医共体、专科联
盟等多种形式，构建“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三级综合医院康复
医学科、三级专科医院康复医学科和三级康
复医院重点为急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
提供康复医疗服务。二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
科、二级康复医院、康复医疗中心、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等重点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或者
需要长期康复的患者提供康复医疗服务。

有计划、分层次地培训正在从事

和拟从事康复医疗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康复医疗人才培养和
队伍建设，我市将强化全市在岗康复医师及治

疗师培训，根据各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康复医
疗临床需求，有计划、分层次地培训医疗机构
中正在从事和拟从事康复医疗工作的人员，提
升康复医疗服务能力。依托市级康复指导和
培训基地，到2025年，力争形成心脏搭桥或介
入术后、脑卒中等疾病的康复治疗方案，提高
康复医疗服务的专业性和规范性。重点加强
三级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三级中医医院康复
科和三级康复医院的康复早期介入、多学科合
作、疑难危重症患者康复医疗服务能力。根据
不同人群的疾病特点和康复医疗服务迫切需
求，推动神经康复、骨科康复、心肺康复等康复
医学亚专科建设，开展亚专科细化的康复评
定、康复治疗、康复指导和康复随访等服务。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

将康复医疗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居家

通过推进康复治疗深入临床各个学科，
我市将鼓励市级康复中心和有条件的区域康
复中心开展康复医疗与神经外科、神经内科、
创伤外科等临床科室形成康复协作组。以患
者为中心，提供专业的临床和治疗单元，形成
专科化单元。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
“互联网+”、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将机
构内康复医疗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居家。支持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丰富和创新康复医疗服务
模式，优先为失能或高龄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重度残疾人等有迫切康复医疗服务需求
的人群提供居家康复医疗等服务。

我市这些医疗机构转型康复医院

■ 到2022年，每10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6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0人；到
2025年，每10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8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2人。

■ 鼓励综合医院设置康复医学科，三级综合医院康复床位数量为医院
床位总数的2%，二级综合医院康复床位数量为医院床位总数的2%，但
不得少于10张；全市至少设置1所二级或以上康复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