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胡萌伟

通讯员 潘祚声 杨珂

今年春节，北甸村有了不同以往
的新“年味儿”。日前，云南省怒江州
兰坪县北甸村村民金田胖，左手拿着
刚刚发放的股东分红1万元，右手拿着
务工所得2.75万元，笑得合不拢嘴。
以前，靠扶贫款脱贫；如今，村民变股
东，靠投资和劳动致富。

曾经，北甸村是怒江出了名的贫
困村。驻津央企中交一航局干部、挂
职北甸村第一书记李合勇在持续走
访调研中，看到了转机。北甸村虽缺
乏产业基础，但劳动力十分丰富，将

有限的帮扶资金作为村集体出资成
立一家建筑公司，最合适不过。建筑
公司还确定了“村集体+振兴带头人+
村民”的参股方式，村民既可参股分
红，也可加入公司务工。

起初，村民的参股意愿并不高。
原来，此前北甸村曾推广过养蜂行
业，但由于蜜蜂选种、经营不善等原
因，村民们没赚到钱。为了打消村民
顾虑，李合勇一面带领工作队挨家挨
户介绍政策做动员，一面放低准入门
槛，将每股定价为500元，以小额参股
且随时可撤的方式，争取观望的村民
加入。

村民们逐渐动了心，不少人决定

先出资500元参一股，看看情况再说。也
有敢于尝试的，金田胖入股了5万元，同
时报名进入公司工作。

为了让公司起好步，让村民尽快融
入岗位，村集体决定，把北甸村小学爱心
食堂项目交予建筑公司施工，并邀请中
交一航局进行施工技术辅导。此后，建
筑公司又先后承揽了中交集团援助的北
甸人居环境提升等项目。短短几个月就
拿到超300万元的合同项目，村民们的信
心增加了不少。

在李合勇的沟通下，2021年11月，由
参股村民蜂国文带领10人组成班组，来
到云南省大理州河道治理工程参与施
工。他们在不断磨炼管理和技能中，仅
用1个半月，就在春节前带回9万多元的
收入。
“脱贫致富还是得靠双手，今后还要

继续奋斗！”金田胖的笑容甜如蜜。

5 天津
2022年2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皮历 孟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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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璐）北京冬奥会各项
赛事紧张进行的同时，天津冬奥会知识产
权标志保障也已全面开启。根据《天津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知
识产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我市充分调配
力量，全面加强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保
护。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商品的检查，畅通
投诉渠道，与京、冀地区协同合作，快速反
应，对侵犯奥林匹克标志知识产权“零容
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形成持续震慑的
高压态势，打造知识产权保护高地城市。

和平区市场监管局在百货、旅游集中区

域，对商场、文化用品专卖店、连锁体育用品
店的奥林匹克标志使用情况开展突击检查，
重点检查文化用品、纪念品、运动服装鞋帽
等商品是否存在未经授权将奥林匹克标志
作为商品包装、商标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
售卖假冒冬奥商品、侵犯奥林匹克标志专用
权的行为；是否存在与冬奥会、冬残奥会相
关的违法广告。节日期间，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6416人次，检查各类经营主体6085户次。

东丽区市场监管局通过与北京冬奥
组委进行沟通，获得辖区内赞助企业、特
许生产商和特许销售商等合法使用人的

相关情况，明确冬奥会奥林匹克标志种类、被
许可人、许可使用的商品或者服务项目、时
限、地域范围等信息，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台
账，明确保护企业及保护范围，指导办案部门
打击其他经营者未经许可，以商业目的使用
奥林匹克标志的侵权行为。

红桥区市场监管局对西于庄大同门新五
爱道夜市开展专项检查，对体育用品、运动服
装、玩具、小饰品等重点商品的商品标识、商
品包装、摊位招牌等进行细致排查。

我市将持续推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专项
行动，加大宣传力度、检查力度和处罚力度，
特别是加强对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
北京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融”及衍生纪念
品、饰品等的保护。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我市召开
2022年度教育工作会，对今年教育各项重点
工作作出部署。今年的教育工作会有哪些
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开齐开足体育美育课

在大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必修课

我市将开齐开足体育课，精心组织大课
间活动。遴选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试点
区、“满天星”训练营、特色幼儿园，参加全国
校园足球夏令营，组织校园足球骨干教师、
教练员、管理人员参加全国培训。不断提升
学校美育质量，开齐开足美育课程，加强学
校美育精品课程建设，推进农村学校艺术教
育实验综合改革实践，完善城乡学校“手拉
手”帮扶机制。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学校和基地建设。创建美育传习室，办好学
校戏曲美育大会。在大中小学开设劳动教
育必修课，在职业院校和普通高校增设选修
课，在各学科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构建劳
动教育课程体系。遴选一批市级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加强区级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和
学校专用劳动实践教室建设，每所学校至少
配建1间劳动实践教室。

优化学前教育资源结构

扩大普惠性资源覆盖面

今年，我市将巩固学前教育资源建设成
果，优化学前教育资源结构，大力发展公办
园，减少民办托幼点，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修订完善公办幼儿园等级评定标
准。实行“优质园+”办园模式，完善优质园
结对帮扶薄弱园、农村园、民办园机制，扩大
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面。开展保教质量
专项培训。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以
游戏为基本活动。深化幼儿园与小学教育
双向衔接，杜绝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新增3.3万个义务教育学位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深入实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三年
行动，新增3.3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推进C
级校舍提升改造、生均体育场馆面积达标、
沥青水泥类硬化体育运动场地改造、教学
仪器配置等工作。推动落实基础教育优质
资源辐射引领若干措施，深化集团化办学
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实施“品牌

高中”建设工程，重点培育30所“品牌高中
建设项目培育学校”，引领全市普通高中高
品质、多样化特色发展。实施普通高中学
生发展指导专项行动，建设一批学生发展
指导实验校。实施青少年科技创新拔尖人
才培养计划，推动高等院校与普通高中联
合开展学生创新素养培育实验。结合学龄
人口变化，启动实施普通高中资源建设工
程，优化普通高中布局，增加市内六区普通
高中学位供给。

深化中职高职系统（衔接）培养

推进高职本科联合培养改革

主动融入“一基地三区”建设，紧密对接
“1+3+4”产业体系，重点建设一批优质专业
群，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有效衔接。深化中
职高职系统（衔接）培养，推进高职本科联合
培养改革。校企共建一批应用技术研发团
队、工艺与产品开发中心。对接产业发展、
技术进步和流程再造，打造通用技能专业技
能公共实训基地集群。深化工学结合、德技
并修，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深入实施第四
批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完善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质量监管机制。

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

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创新发展能力

我市将持续推进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和
医科大学、工业大学、中医药大学国家层面
“双一流”建设。推进9所市属本科高校和2
所共建高校高水平特色大学建设。深入实施
顶尖学科培育计划，创新学科建设体制机制，
为持续提升优势学科专业水平夯实基础。加
快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
等关键急需领域学科专业布局调整。深入实
施卓越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持续推进新工科、
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推进创新创业
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高校健全创
新创业教育教学体系和实践平台，建设一批
天津市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办好第八届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继续实施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建设具有天津特
色的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体系。深化新时代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强化导师第一责任人责
任，聚焦“1+3+4”产业体系及12条重点产业
链领域，设立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加强研究
生科研训练，以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支撑
高质量研究生培养。

2022年度教育工作会部署重点工作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开齐开足体育美育课程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从市城市管理委了解到，
今年我市聚焦群众反映集中、反映强烈的道桥设施运行
和停车难问题，精准发力、补足短板，完成一批紧迫性
强、普惠性广的项目，加大停车场（楼）建设推动力度。

今年将推动全市27处停车设施建设，增加停车泊位
5000个。持续推进停车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深入挖
潜资源，充分利用城市空间，加大力度补足泊位缺口，规
范道路停车泊位管理，多措并举增加泊位供给。同时，
开展城市道路桥梁功能修复工程，对中心城区223条路段
4万平方米人行道、8万平方米车行道进行整治整修。推
动子牙河、普济河道2座D级立交桥维修。持续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停放秩序，结合重大节日、重要活动做好
停车秩序方面的专项检查，对车辆停放秩序混乱、影响
道路交通出行等违规现象加大巡视检查力度。

本报讯（记者 王睿）继东堤、南堤后，生
态城亲海步道再添打卡点。记者昨日获悉，
北堤滨海步道设计方案出炉，将打造集亲海
赏景观鸟于一体的海岸廊道。目前，北堤滨
海步道已进入施工准备阶段，预计今年6月启
动建设。

北堤滨海步道全长约3.3公里，在兼顾海
岸带防护功能的基础上，融合环境缓冲、生态
科普、亲海观景等功能。从海域特点上看，北
堤沿岸既有遗鸥栖息的滩涂，又有低潮露滩、
高潮波涌的潮间带，以及浑水至清水过渡带
和人工清水岸线，呈现不同的海岸风貌。对
此，北堤滨海步道划定“蓝湾畅想”“北湾观
潮”“绿堤鸥翔”3个风貌段，分为“海风堤”“芦
盐堤”“飞鸟堤”等6个景观点，融入海洋文化。

聚焦道桥设施运行和停车难问题

今年增加停车泊位5000个

人行减费让利政策在津精准落地

让利实体经济1.05亿元
生态城北堤滨海步道6月启动建设

津城再添亲海观鸟地

售卖假冒冬奥商品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本报讯（记者 曲晴）日前，据市生态环境
局介绍，我市从2017年起用时近4年，全面完成
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
查，摸清了土壤污染“家底”。在农用地方面，
初步查明了我市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
及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详查结果显示，全
市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在企业用
地方面，通过详查形成了高中低风险地块清单
和优先管控名录，基本摸清了我市重点行业企
业用地土壤“健康状况”，为防范人居环境风险
夯实了基础。

摸清土壤状况“家底”

区

滨海新区

和平区

红桥区

河北区

南开区

河西区

河东区

津南区

北辰区

东丽区

西青区

蓟州区

武清区

宝坻区

静海区

宁河区

名次

——

1

1

3

4

5

6

——

1

2

3

1

2

2

4

5

考核结果

93.8

96.2

96.2

94.3

93.7

93.3

92.9

——

94

93.7

93.5

94.5

94.3

94.3

94.2

92.9

部门

旅游集团

市民政局

市公安局

市城市管理委

城投集团

市路灯管理处

市水务局

市交通运输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通信管理局

名次

1

2

3

3

5

6

7

8

9

10

考核结果

97

96.7

95.6

95.6

95.4

95.2

95.1

94.4

93.9

93.7

1月份城市管理综合考核结果公布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2022年2月10日

驻津央企帮扶 村民变股东

“冬奥效应”带动冰雪娱乐升温

全家总动员 雪场来打卡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滑雪、雪地飞碟、雪地摩托、溜冰……
2022年北京冬奥会赛事激战正酣，让不少
市民对冰雪运动和相关游乐项目跃跃欲
试。记者了解到，除了蓟州区、北辰区等
地的滑雪场，连日来，位于我市各大商圈
中的冰雪游乐场所也颇具人气。

正在河西区彩悦城户外举行的第三
届天津乐园冰雪嘉年华很受小朋友的欢
迎，记者近日来到这里时，很多家长在带
着孩子滑雪圈。“现在还在放寒假，我们没
事就过来玩，孩子喜欢雪，最近的天气挺
适合出来活动的。”王女士一家买了“两大
一小”的套票，她表示，玩累了可以到附近
的购物中心休息、用
餐，非常方便。

据活动相关负责
人潘明昆介绍，冰雪
嘉年华已经连续举办
三年，其中大多为适合亲子游乐的项目，
顾客群体以家庭为主。“今年受到疫情影
响，我们采取了限流等措施，但还是能看
出市民的热情，春节假期每天的客流量在
1000人左右。尤其是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
幕后，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雪场感受冰雪
运动的乐趣。”

冬奥会掀起的运动风潮也让位于天
津大悦城的滑冰场热闹起来。记者了解
到，最近一段时间，在这里报名学习滑冰
的人比平时明显增加。目前，我市五大道
民园广场、津湾广场以及南翠屏公园等地
均设有冰雪游乐场地。

日前，市民在文化中心

享受冰雪运动带来的欢乐。

本报记者 孙立伟 摄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昨天，市教育两委疫情防控
工作指挥部发布《关于我市中小学2022年春季学期开学
安排的通告》。据了解，2月23日，全市中小学生返校上
课。中等职业学校、幼儿园和特殊教育学校参照执行。

根据《通告》，2月16日至2月22日，全市中小学校可利
用“广电云课堂”和天津市基础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
提供的2022年春季学期中小学精品课程及体美劳素质拓
展类课程等资源，开展线上教学。凡14日内离津的师生
员工（含外包服务人员）开学前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返校。2022年1月15日以来，具有我市封（管）控区
及防范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
证明或解封前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
《通告》明确以下情形暂不返校：（1）具有市防控指挥部

确定的重点排查管控地区（以津云最新更新发布信息为准，
含陆路口岸城市等）旅居史且未完成相应健康管理的师生
员工；抵津前14日内，具有高中风险地区和高中风险区所
在县（市、区、旗、直辖市为所在区）旅居史的师生员工；抵
津前14日内，具有1例溯源不清或来源不明的本土新冠病
毒感染者的县（市、区、旗、直辖市为所在区）旅居史的师生
员工。（2）本人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为尚处于隔离管理或
居家医学观察期内的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
或被疾控部门判定为密切接触者、次密切接触者的师生员
工。（3）14天内具有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
腹泻等症状且未经鉴别诊断排除新冠病毒感染的师生员
工，或已排除新冠病毒感染但症状未消失的师生员工。

中小学生2月23日返校上课

2月10日

我市无新增阳性感染者

疫情快报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月
10日0时至24时，我市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无新
增无症状感染者。我市各项管控措施仍在严格执行中。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获
悉，人民银行组织引导行业各方为实体经济让利减费政
策落地实施以来，2021年全年，天津市金融机构累计降费
规模达1.05亿元，惠及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110.06万
户。人民银行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降低小微企业和
个体工商户支付手续费的通知》，围绕银行账户、转账汇

款、票据业务、银行卡刷卡、电子银行、支付
账户等六方面基础支付服务，切实助力小
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减费让利政策实
施以来，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推动减费让利政策

在天津不打折扣、精准落地。

本报讯（记者 苏晓梅）记者昨天从国网天津市电力
公司了解到，春节期间，该公司结合天津市电力供暖保
障等用电需求，组织34个公交充电场站、929个公共充电
场站和9600余户个人充电桩开展我市今年首次车网互
动，累计充电电量达30.6万千瓦时，通过补贴引导向用户
释放充电红利15.8万元，实现用户充电优惠和春节保暖
保供运行“双赢”。

车网互动是指在满足新能源车用户用车出行前提
下，通过市场或技术等方式，引导用户平移充电时段或调
节充放电功率。

今年首次车网互动

释放充电红利15.8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