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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暖心工程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

“福一把”让老年人站稳走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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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 截至2022年4月25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062件。其
中：滨海新区2548件、和平区405件、河东区818件、河西区
810件、南开区930件、河北区641件、红桥区338件、东丽区
716件、西青区863件、津南区913件、北辰区1017件、武清区
845件、宝坻区913件、宁河区618件、静海区944件、蓟州区
687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理委6
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2件、市生态环境局3件。群
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详见《天津日
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天津市政务网和
各区政府网站。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红桥区如何
利用棚改后的发展空间推动项目投资和
产业提升转型？结合独特的区位优势，
西站的交通枢纽作用如何进一步发挥？
前不久，红桥区政府与市教委签署协议，
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实
质举措？

4月27日（周三）早8:00—9:00，市政府
办公厅、市网信办、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
出《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向群众汇
报——2022区长访谈”，第六期节目将邀
请红桥区区长陈宇做客天津新闻广播和
津云中央厨房直播间，谈思路、话举措，回
应群众关切。

届 时 ，天 津 新 闻 广 播（FM97.2
AM909）将播出访谈节目，津云、中国网、
央广网、中国新闻网等新闻网站和客户
端，网信天津、腾讯、新浪、网易、搜狐、知
乎、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也将播出节
目视频精彩内容。天津广电网络导视频
道和天津网络广播电视台IPTV将播出节
目专题视频。

■本报记者 廖晨霞

“岁数大了站不稳，以前洗澡就怕滑
倒，现在社区帮我们申请免费安装爱心扶
手，可帮了我们！”最近，在河西区桃园街
道照耀里社区，不少老人家里多了三处暖
黄色的扶手，年逾八旬的顾宝玉就是受益
者之一。

顾宝玉老人有腰背疼痛的老毛病，平
日虽能缓步下楼，但行动多少有些吃力。
平时有社区老年人食堂的工作人员送餐
上门，街坊邻居帮忙拎个东西、取个快递，
生活基本无忧，但日渐年迈，像如厕、洗澡
这样的小事让老人感到诸多不便。

顾宝玉老人家中新安装的三处扶

手，一个在卫生间的坐便器旁，一个在房
间过道处，还有一个在卧室的床边。“以
前上厕所，有好几次起身时腿发软，洗澡
提心吊胆，只能搬个板凳坐着慢慢擦洗，
站起来时加倍小心。”顾宝玉老人说，“社
区网格员和志愿者来家里走访了解情况
后，帮我申请安装了爱心扶手。平时扶
着过道上的扶手，我也能活动活动腰腿，
一举两得。”

照耀里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郭

馥告诉记者，社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1105
人，占社区总人口数的33%，其中高龄、空巢、
独居的老人占比很高。依托河西区“福一
把”项目，社区为部分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
老人免费安装了爱心扶手，给老人们的居家
安全保驾护航。

据了解，河西区去年开始逐步推广实施
“福一把”暖心工程，在社区楼梯间安装扶
手，并将该项目延伸到老年人的居家安全
上。“项目的名称‘福一把’，取自谐音‘扶一

把’。今年，我们将继续开展居家适老化改
造，根据老年人家庭环境情况并结合老年人
需求，对老年人居室、浴室、卫生间、厨房等进
行必要的改造，包括安装扶手、床边护栏、防
撞护角、自动感应灯具，对地面进行防滑和高
差处理，改造洗浴设备和如厕设施，配置护理
床、防压疮垫等。同时安装应急呼叫、门磁预
警、烟感报警、燃气报警、漏水报警设备，配备
防走失点位设施、安装红外等人体感知和监
控设备。”河西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
来帮扶将分类施策，如对困难失能老年人，采
取全额补助和总额封顶的方式，由财政资金
担负不超过3500元费用，超出部分由个人担
负；对于普通失能老年人，采取差额补助和总
额封顶。”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昨日，由市政府
办公厅、市网信办、海河传媒中心共同推
出的《公仆走进直播间》特别策划：“向群
众汇报——2022区长访谈”播出第四期，
邀请河东区区长周波走进节目，聚焦河东
区老厂房改造，激发新动能；老小区改造，
精准施策改善居民生活环境；贴心为老服
务，保障和回馈民生等问题谈思路、话举
措，和大家深入交流，并针对听众提出的
问题进行回应。

老旧厂房焕发新活力

全力打造海河东岸新消费走廊

河东区是历史悠久的老工业区。“老
旧厂房遗存是文化的积淀、历史的记录，
本身就是难得的文旅产业发展载体，对于
加快河东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周波说。据统计，河东区目前共有存量工
业厂房65处，总建筑面积约95万平方米，
围绕建设“城市更新实践区”要求，区委、
区政府确定了“启动运营一批、转型升级
一批、跟踪服务一批”的目标，通过项目化
管理、清单化推进，让老厂房在保留历史
价值的同时“旧貌换新颜”。

改造老厂房，培育新消费。河东区
全力打造的海河东岸新消费走廊，由天
津第一热电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金茂汇

项目和中海城市广场欧式风情街区的建设
正在进行，这里将被打造成名片级城市综
合空间。

启动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

改造46个居民小区 新建39座口袋公园

“河东区老旧小区比较多，今年我们将
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了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
工程。”周波说，“去年已累计完成了45个小
区、180.6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任务。今年
将继续做好新一轮老旧小区改造。”

今年河东区计划启动并完成46个居民
小区改造，涉及 421 幢房屋，建筑面积达
250.76万平方米，3.9万户居民将从中受益。
改造内容分为基础类、完善类和提升类3大
类12项。依据“以人为本、养老适老、人居环
境、有机更新”的设计理念，项目计划在17个
小区内打造39个主题“口袋公园”，让居民出
门便可游园赏景、休闲健身，实现5分钟公园
休闲圈。

关注为老服务

新建8个区域型嵌入式养老机构

今年，河东区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纳入区民心工程，让养老服务“活”起来、“新”
起来。计划新建8个区域型嵌入式养老机
构，到年底前，确保每个街道都有一个综合为
老服务中心，统一设置“三区一平台”，即托养
区、日间照料区、多功能区和智能服务平台。
日间照料区将根据周边老年人集中活动需
求，配备休息、文体活动、健身康复、医疗保
健、老年人学校等设施设备，打造15分钟养
老服务生活圈。

同时，河东区不断创新老年助餐服务模
式，目前全区已建成25家一级老人家食堂、
156家二级老人家食堂。本着“动态调整，保
持增长”原则，年底前确保每个街道至少有2
家一级老人家食堂，明厨亮灶、现场制作，为
社区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独居、失能半失能等
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开展送餐、助餐服务。

改造46个居民小区，新建39座口袋公园；新建8个区域型嵌入式养老机
构，每个街道至少有2家一级老人家食堂……

聚焦三“老”建设民生河东

百年公交辙印 见证津城变迁
天津公交创立118周年纪念日主题车今发车

■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摄影 张磊

昨天下午3时刚过，自编号为8-1515
的903路公交车装饰一新，徐徐驶入南开区
华苑小区公交站，刚一停稳，就吸引了等
车乘客的目光。“明天是天津公交118岁生
日，欢迎大家来坐我们公交的‘庆生车’。”
该车驾驶员陈林对乘客们发出了邀约。

这辆天津公交创立118周年纪念日主题
车，车身颜色古朴、车厢搭载公交老物件，在
今日9时30分首发，并向乘客开放。

主题车车身两侧描画了100多年前老电
车行驶在天津街头的景象，车厢内展示着传
统公交售票席，摆放着红蓝铅笔和泛黄的老
车票、票夹；两侧是天津公交118年的历史画
卷，实物公交票样、无轨电车和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运营的公交车图片、近代公交历史大
事记……

主题车将乘客带回不同年代，其中很多珍
贵历史照片都是首次公开，引人注目的要数
公交创立纸质版的合同仿制品。118年前的
这份合同见证了天津公交的创立。此外，每个

车座背面都有一幅20世纪初的公交场站图片，
18幅图片中包含了如今的903路始末站——华
苑小区公交站和泗阳道公交站，乘客由此可看
到这两座公交站的前世，体验它们随着天津城
市发展华丽变身的今生。

天津公交1904年创立，1906年第一辆有
轨电车——白牌电车开通运营。自此，天津
城市发展中心向电车通过的道路沿线转移，
经济也开始沿着电车道发展。一个多世纪以
来，天津公交已发展到560余条运营线路，覆
盖全市16个行政区。乘客通过阅读展柜边
上的折页，能够了解天津公交的变迁；扫描上
面的二维码，能收听讲述公交历史的有声书
《老城的辙》，并观看百年公交展的VR。

■ 本报记者 张雯婧

继上周一全市初高中毕业年级率先
复课后，昨天，我市中小学其他年级以及
幼儿园全面恢复线下教学活动。

校园内，孩子们兴奋地与老师和同学
互诉衷肠；校门外，家长们挥手送别孩子
后感叹：“生活终于恢复如常。”

学校准备小礼物 迎接学子归来

“早上好，欢迎回家！”昨天早上7时
刚过，天津益中的老师和学生志愿者举
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的标语牌，在
音乐声中迎接学子归来。每个学生都收
到了复课小礼物——一张以益中校园为
背景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老师们最想对
大家说的话：“三五成群赏春花烂漫，平
常事便是幸福事。”
“小朋友要记牢，病毒来了不小瞧。少

出门多喝水，勤洗手戴口罩。新冠肺炎不
要慌，科学防范最重要……”昨天一早，在
河西区第十六幼儿园集团郁江溪岸幼儿园
小二班，小朋友们跟着老师韩昊颖边拍手
边朗诵防疫儿歌。韩老师说：“别看孩子年
龄小，防疫意识一点儿都不差。”

复学第一课从“心”开始

“大家跟我一起做手指操……”昨天上
课铃响后，天津市自立中学高二1班学生在
班主任带领下玩起“一枪打一个”的手指操
游戏。“复课第一天，学校开展了心理健康教
育班会课，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特点做各具特

色的心理小游戏。”校长俞声弟介绍说。
同一时间，在北辰区荣馨小学，一场特

殊的颁奖仪式正在举行。劳动之星、勤奋
之星、礼仪之星、互动之星、读书之星、孝顺
之星……学校对居家学习期间表现突出的
学生进行了表彰。

在和平区岳阳道小学，老师带领学生
对线上学习内容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复习。
“复课初期，我们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并
重点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同时全面开展课
后服务，对因疫情未能返校复课的学生开展
线上教学，适时进行心理辅导，实现‘一生一
策’。”和平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校长陪餐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今天的饭菜怎么样？”“上午的数学课
有不懂的问题吗？”昨天中午，红桥区丁字
沽小学校长庞杰走进二年1班教室，与学
生们边吃边聊。“通过陪餐，能及时准确掌
握饭菜质量，第一时间协调配餐公司进行
调整。同时，还可以利用用餐间隙和孩子
们谈心交流，解答他们在学习、生活上的困
惑。”庞杰说。

在红桥区桃花园小学，午饭过后，学生
们填写了用餐反馈表，写下自己的意见建
议。“今天的牛肉土豆我特别喜欢，不够吃
还可以续。”正在用餐的学生李沁彤说。

除了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营养午餐，不少
学校还为学生提供了多种用餐方式。“在学
校订餐、自己带饭、家长送饭或是回家吃饭，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自主选
择。”南开区中心小学总务处主任司永刚说。

央行昨起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我市金融机构将释放103亿元资金

我市累计接种新冠疫苗3200万剂次
接种水平保持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昨天，天津企业最关心的大事之
一，是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后，天津金融机
构能释放多少资金。记者从人行天津分行得到的答案是：103
亿元左右，其中天津市法人金融机构将释放资金49.88亿元。
同时，降准可降低金融机构资金成本超过1.26亿元，通过金融
机构传导可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

昨天起，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25个
百分点，对没有跨省经营的城商行和存款准备金率高于5%的
农商行，再额外多降0.25个百分点。天津市7家法人金融机
构纳入本次降准范围。本次下调后，法人金融机构加权平均
存款准备金率为7.2%，较人民银行总行公布的加权平均存款
准备金率8.1%低0.9个百分点。

人行天津分行方面表示，本次降准对我市金融机构稳健
经营以及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明显支持作用。释放的资金将
增强金融机构资金稳定性和信贷投放能力，在促进金融机构
稳健经营、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上，加大对三农、小
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重点行业支持力
度，提高金融服务精准度，提升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水平。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是我国第36个“全国儿童预防
接种日”，今年的主题为“及时接种疫苗，保障生命健康”。昨
日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自2020年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我市依托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大
型场所和集体单位新建了380余家新冠疫苗接种点，截至目
前已持续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492天，累计接种1300万人
共计3200万剂次，接种水平保持全国前列。

我市免疫规划工作自上世纪70年代起步，截至目前已将
12种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各类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5%以上，为有效控制疫苗针对传染病建立起了牢固的免疫
屏障。我市疫苗针对传染病控制工作成绩斐然，自1993年以
来脊髓灰质炎一直保持零发病状态；1998年以来无本市白喉
病例报告；甲肝、乙肝等传染病发病已连续多年处于全国发病
最低水平；麻疹、风疹、百日咳、流脑、乙脑、腮腺炎等疫苗针对
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保护了人民身体健康。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疫苗接种工作，免疫规划
疫苗采购经费上升到每年5000余万元，每年投入600万元专
项资金用于疫苗储存和配送，并定期为全市接种单位更新医
用冰箱以及温度自动监控设备，进一步保障疫苗质量安全。
组织开展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累计创建市级示范化接
种门诊30家，各类规范化接种门诊400余家，门诊硬件水平显
著提升。率先在全国启动预防接种规范化操作培训项目，建
立3家预防接种规范化操作培训基地，接种医生接种技术操
作和急救技术操作更加规范，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
高。免费为适龄儿童接种水痘疫苗，成为全国首个将水痘疫
苗纳入免疫规划的省份，水痘疫苗接种率达95%以上。免费
为乙肝密切接触者接种乙肝疫苗，使急性乙肝发病率持续控
制在1/10万以下，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大力推动疫苗追溯
平台建设，已基本实现疫苗全程电子化可追溯，有力保障了我
市疫苗接种安全。

4月21日，南开区学府医院医护人员来到102岁高龄的

李华娴老人家中，为她接种了新冠疫苗，老人身体状况良好。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102岁老人顺利接种新冠疫苗

昨日，在参加升旗仪式后，南开区五马

路小学学生回到课堂学习。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昨日复课，河西区平山道小学开展快乐体育活动，让学生以放松的心态完成线上到

线下学习的过渡。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向群众汇报——2022区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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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主题车厢。

车厢内展示的公交车票实物。

“早上好，欢迎回家！”
——全市中小学全面恢复线下教学首日见闻

昨天一早，和平区益中的老师们准备

了暖心的问候，迎接学生们归来。

本报记者 谷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