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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南区首部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投入使用

“加梯”解了居民“上下难”

高端装备智造产业园

落户津南经济开发区

撂荒地变良田 村民吃上自种米
小站镇南付营村迎来“分红季”

本报讯（记者 周茹涵）11月17
日，津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运营主体
天津市津南创腾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与南京垠坤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举行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将共同建设以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导、医疗器械产
业为特色的高端装备智造产业园。

项目位于津南经济开发区，总
投资6亿元，投资主体为南京垠坤

投资实业有限公司，项目将实现签
约即招商、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
产，建设期当年预计可实现税收
1000万元，建成后三年预计实现税
收9000万元。

此次合作签约将为津南区域产
业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双方将携手建
设“小而精、有特色、有灵魂”的产业
主题园区，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小站镇回应民盼

为13个小区安装充电桩

本报讯（记者 王彤）中铁十八局
集团公司家属院北区5号楼3门作为津
南区首部加装电梯的住宅，一直以来备
受群众关注，日前，电梯加装工程成功
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实现了津南区既
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零突破”。

随着工程验收通过，区住建委联
合加装电梯企业也将电梯门禁卡送
到了居民手中，大家梦想的“一键直
达”生活就此拉开序幕。住户徐敏拿
到门禁卡后激动地说：“我们家住6
楼，每天接送孩子、买菜都要上上下
下爬楼梯，挺不方便的。装了电梯
后，为我们解决了很大的出行难题。”

今年3月，通过征询居民意见、遴
选施工企业、确定设计方案等一系列
前期准备，中铁十八局集团公司家属
院北区5号楼3门的电梯加装工程正
式动工。电梯设在了楼层的阴面，采
用平层入户式，通过廊桥与住户的厨
房储藏间连接，电梯停靠层站与住户
所在楼层通道处于同一水平面，居民

出电梯就进家门，实现了无障碍通
行。工程负责人刘宏波介绍：“此次工
程我们加入了许多人性化设计，比如
入口的防滑坡道、安全护栏，下梯后连
廊的地面也是采用了塑胶地面，这些
都是为了方便老人和小孩出行。”

全区首部既有住宅电梯的登场，
既破解了群众“上下楼难”的问题，
也为全区有意愿加装电梯的居民提
供了有益参考。今年以来，区住建
委聚焦群众关键小事，倾听群众心
声，全力推动既有住宅电梯加装力
度再加大、进度再提速、广度再拓
展。目前，全区还有两部电梯正在
加装施工中，地点位于咸水沽镇同
泽园，现已进入基础管线切改施工
阶段。前期通过大力宣传，还有8个
楼门达成加梯初步意向，区住建委
将全力推动工作进度，积极协调业主
之间的意愿和设计方案，推动电梯尽
快投入施工，让每一位有意愿的群众
都能享受到这项政策红利。

津南区人民法院办实事

集中发放执行款
本报讯（通讯员 孙剑然）为深

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扩大
执行案款集中清理发放实效，促进法
院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转化。在11月
18日全国法院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日
当天，津南区人民法院举行了执行案
款集中发放仪式，并邀请了津南区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全程监督。

在执行款发放现场，执行干警认
真梳理、核对案款台账信息，配合财务
工作人员，组织申请执行人有序领取
执行款，将申请执行人的“纸上权利”
兑现成“真金白银”，最终以支票的形
式将涉及43起案件的232万余元执行
款全额发放到19名申请执行人手中。

自开展查纠整改工作和“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津南区人
民法院全力以赴破解执行难题，坚持
“使人民群众在每一件执行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全面实行网络询价、
网络拍卖，通过智慧化手段，不断提
升执行效率。下一步，区人民法院将
以此执行案款集中发放活动为契机，
扩大案款集中清理成效，提升人民群
众的司法获得感，为津南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和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提
供司法保障。

助 力 双 减

首部加装电梯住宅外景图 王彤 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葛沽实验小学开设特色社团

花开有声 朵朵不同

本报讯（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刘
俊英）今年以来，小站镇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与满足百姓实际需
求相结合，持续聚焦百姓关注的民生
问题。最近，该镇为13个小区安装了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解决群众充电难
问题。

一大早，工作人员就在小站镇盛
坤新苑小区里紧张忙碌着，安装设
备、连接线路、后期调试，有条不紊开
展施工。随着绿色出行理念的深入
人心，“绿色号牌”的新能源汽车逐渐
走入千家万户，新能源汽车充电难问
题日益突出。盛坤新苑共有居民
2000多户，为了满足居民们的充电需

求，盛字营村两委班子和物业部门分
几次对小区进行了考察，科学规划充
电桩安装位置，最后决定首批安装20
个充电桩。

据了解，新安装的智能充电桩安
全且便利，它具有过流、过载和漏电保
护功能，遇到异常情况可及时断开电
源停止供电，有效减免充电过程中引
发的火灾事故，居民只需扫描二维码
就可进行充电。

在小站镇，像盛坤新苑这样首批
安装智能充电桩的小区共有13个，累
计安装智能充电桩289个。明年，小站
镇还将为剩余的37个小区安装智能充
电桩，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张鸾 通讯
员 侯荣）11 月 16 日，“科创中
国”天津钢铁绿色双碳论坛在津
南区举行。当天，天津市钢铁全
流程绿色智能制造院士专家协
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协同创
新中心”）正式落户荣程集团，成
为天津市首个院士专家协同创
新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将以“科创中
国”为引领，充分运用中国科协和
全国学会创新资源，共同搭建起
政府、企业、高校、行业专家学者
的高质量交流平台，分享宝贵
“双碳”经验，进一步凝聚发展共
识，创造合作机会，促进科技经
济深度融合，服务天津高质量发
展，助力钢铁行业绿色智能高质
量发展。

据介绍，协同创新中心由天津
市科学技术协会批准成立，由荣程
集团与东北大学发起共建。中心
以助力冶金行业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为目标，依托中国工程院院
士、东北大学教授王国栋及其专家
团队，围绕“双碳”目标任务，重点
开展绿色低碳创新技术、钢铁全
流程智慧工厂建设、全生命周期
绿色产品开发等3个方向研发工
作，为天津市冶金行业技术进步
提供科学指导、搭建创新平台、解
决技术难题、培养专业人才，进一
步提升钢铁全流程智能与绿色制
造水平，打造京津冀区域乃至全国
知名钢铁全流程绿色与智能制造
创新平台。

论坛期间，荣程集团分别与
天津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天
津华勘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绿茵
景观生态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成
立生态联盟，并发出联盟成立倡
议。荣程集团还宣布成立企业
科协，发布了荣程氢能重卡阶段
性成果。

荣程集团与东北大学共建

院士专家创新中心落户津南

本报讯（记者 沈欣 通讯员 甘
绍薇）11月19日，津南区海棠街与海
教园院校共建签约仪式在海教园管
理中心举行。

仪式上，海棠街与天津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
院、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
机电工艺技师学院、天津市电子信
息技师学院、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
校分别签订了共建协议，并设立“海
棠大学堂”。未来，双方将围绕“提
升党建水平、举办特色活动、共享载
体资源、促进人才交流、开展志愿服
务、推动平安建设”六个方面深入开
展合作。

根据协议，海棠街计划在机关、
社区建立实习实践基地，开放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站、便民服务中心、
文化中心等阵地，支持师生开展理
论宣讲、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创新
创业等实践活动。各签约院校将
在校内基地和场馆中建设各类主
题学堂，提供专业团队支持，设计
学堂运行方案，定期向社区群众授
课，校内场馆适时向群众开放。街
校还将共同建立安全稳定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树立全周期管理理
念，在关键领域密切配合，统筹好
街道、行业、院校力量，维护区域安
全，守护街校平安。

海棠街与海教园院校合作

街校共建设立“海棠大学堂”

本报讯（记者 陈涛 通讯员 刘
俊英）最近，小站镇南付营村迎来了喜
悦的“分红季”，随着该村首次复种的
小站稻喜获丰收，大家每人都领到了
30斤蟹稻的分红，享受到了乡村振兴
结出的硕果。

走进南付营村党群服务中心，一
派热闹景象。不同规格的袋装蟹稻被
整齐地堆放在院内，村民们携带凭证
赶到现场，经过登记便可领到每人30
斤本村种植的蟹稻，大家脸上都洋溢
着笑容。

蟹稻丰收来之不易。新一届班
子今年3月上任后，着重对村内撂荒
地进行复耕，经“四议两公开”民主程
序，最终决定由村委会和村集体合作
社负责整改种植水稻，收入归集体
所有。

深入田间现场办公，与技术专家
和村内老农反复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两委班子带领村民从零起步，除草、挑
沟、翻地、抄平、协调水源……经过1个
多月的摸爬滚打顺利完成了插秧工

作。另外，为了提高农田和水体利用
率，该村还在稻田里放养了蟹苗，达到
“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稻蟹双赢”的目
的。如今，随着400亩小站稻喜获丰
收，村民们时隔40年再一次吃上了自

己种的小站稻，共享发展红利。
据了解，明年，南付营村将在现有

基础上对耕地进行提升改造，围绕“聚
焦津徽兵米文化，打造旅游养老产业”
的总体定位，纵深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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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纪祥兴）为深入开
展“信易+”工作，激励民营企业及民营经
济代表人士诚信经营、诚实守信，一段时
间以来，区工商联依托多个平台，积极开
展法律服务，营造法治营商良好环境。

区工商联主动发挥职能，进一步加
大与相关部门沟通对接，联合区政务服
务办、区税务局设立“营商环境政商联络
工作站”，为企业搭建政策对接、解决问
题的桥梁，打通办事堵点难点。同时，联
合公安津南分局、区人民法院、区司法
局，为各镇商会开展“法治体检”，开展防
范经济犯罪、民法典等主题宣讲，为企业
普及法律知识。目前已组织开展各种形
式的法律服务37次，惠及企业近160家，
切实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鸾）11月 18日，
津南区举办 2021 年冬季森林灭火演
练，进一步提升应对、处置突发性冬季
森林火灾能力，提高森林扑火队伍实
战水平。

此次演练以绿色生态屏障八里湾
突发森林火情为演练背景，采用桌面推
演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绿屏养
护单位救援队伍、消防救援队伍、镇级
森防队伍、公安民警、医护人员、气象工
作人员共90人组成灭火演练队伍，现场
接到火情后，迅速出动消防水车，队员
们携带风力灭火机、高压细水雾灭火
机、手抬泵、打火鞭等专业灭火装备到
达火场进行扑救。本次演练各单位按
照应急预案流程，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
下，分工协作、密切配合、组织有序，做
到了科学指挥、科学救援，达到了预期
效果。

冬季森林灭火演练

提高实战水平

增强处置能力

区工商联探索“信易+服务”

普及法律知识
护航民企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葛沽实验小学积极实践创新，

延伸拓展课程，以丰富的社团活动课程和实践活

动课程为补充，全面构建课后服务课程体系。学

校秉承“花开有声，朵朵不同”的文化，将社团活动

与学校文化融为一体，满足学生的个性需求，新增

空灵鼓、沙画等13个社团，不断丰富社团活动，提

高了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图为“花儿朵朵合唱社

团”在开展活动。 顾金艳 摄

村民们领取自种的小站稻米 陈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