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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 通讯员 王瑞荣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推动会
议部署要求落地生根，近日，西于庄街道西于庄社区举办
“‘我想对党说句心里话’喜迎二十大”主题书画摄影展，通
过书画摄影作品展现传统文化、记录美好生活，抒发对党
和国家的热爱之情，礼赞党带领人民走向美好新生活。

社区文明实践站里，整齐排列着中国画、水粉画、楷
书、隶书等各类书画摄影作品46幅，有的展示祖国的大好
河山、有的书写人民美好期待、有的定格抗疫纪实感动瞬
间，大家一边参观一边讨论，现场气氛热烈。社区党员张
天成现场挥洒笔墨，一幅“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党恩浩荡幸
福无疆”引来大家的拍手称赞；8岁的任文博小朋友指着
自己的书法作品——“万众一心加油干，越是艰险越向前”
说：“参观了爷爷奶奶的书画作品以后，我更有动力练习书
法了，我一定好好练，也要写出这么好的‘中国字’！”

随后，一首词朗诵《党啊，我想对您说》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在场的党员们围坐在一起，结合市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回顾党的百年历程，畅谈党的丰功伟绩，用朴实的
话语向党深情告白。“我将不忘入党初心，牢记宗旨使命，
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以实际行动践行入党誓言，
一心一意听党话，踏踏实实跟党走。”党员许振英说。
“自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以来，街道组织我们积极

学习，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西
于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段双双说，这些活动进一
步点燃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和奋斗激情，大家自发参与到社
区治理、志愿服务中，邻里互助，共同创建和谐友爱社区。

西于庄社区举办书画摄影展

对党说句心里话

红桥区领导带队检查燃气安全工作并召开燃气安全整治工作会议

压实安全责任 守住安全底线
■通讯员 王茂乐

7月20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深
入天津市少年宫、水游城商业综合体餐饮企
业、丁字沽街道居民楼等重点区域，开展燃
气设施安全隐患排查及消防安全工作，并进
行燃气安全宣讲。
“蔡先生您好，最近多地发生多起燃气

爆燃事故，我今天特意来看看您这儿燃气安
全方面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在丁字沽街
道东大楼社区居民蔡宝昌家中，区委主要领
导与蔡宝昌一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他们日
常用气用火安全、燃气企业入户安检情况。
在居民赵丽菊家中，他关切地讲到，燃气安
全关系到千家万户，我区老旧小区多、燃气
管网等公共基础设施老化、居民老龄化程度
较高，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相对薄弱，
一旦发生燃气泄漏事故，后果不堪设想。现
在国家和全市高度重视燃气安全工作，下大
气力改善老百姓用气安全条件，燃气企业还
定期上门对燃气设施进行检查，希望大家在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检查燃气管道接
头等容易漏气的部位，确保用气安全。

随后，现场安排专业人员为居民燃气设
施进行安全检查，并听取区城市管理委、区
应急局关于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的汇报。他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我市发生
的多起燃气爆燃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全市安
全生产会议精神，将燃气安全纳入基层治理
“十个一”工作机制，区、街道、社区要成立工
作专班，全员部署、全员下沉，全面开展燃气
安全隐患排查，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
加强燃气安全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居民安全
用气、紧急处置、应急逃生的能力，引导群众
安全规范使用燃气，不断筑牢燃气安全的
“人民防线”。

同日，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到天津市少
年宫、水游城商业综合体餐饮企业检查燃气
及消防安全工作，并开展安全教育宣讲。检
查组认真查看消防控制系统及24小时值守
监控记录，现场安排专业人员检查食堂及餐
饮企业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安装及运行情况，
检查企业安全用气责任制、用气操作规程及
燃气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落实情况。叮嘱企
业和行业监管部门要深刻汲取近日我市多
起燃气爆燃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增强
安全生产意识，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
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当日下午，红桥区召开区安委会会议暨
燃气安全整治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市
政府关于燃气安全工作指示批示要求和全
市燃气安全宣传工作紧急专题视频会议精
神，部署我区安全用气宣传整治“七日专项
行动”和燃气安全整治“百日行动”工作。

会议指出，全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
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要求，从速从严从实从紧从细开展安全用气
宣传整治“七日专项行动”和燃气安全整治
“百日行动”，以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责任
担当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把安全用气宣传
整治“七日专项行动”和燃气安全整治“百日
行动”紧密结合，把铺天盖地宣传和全面系
统排查紧密结合，全面提升广大居民燃气安
全防范意识和全域燃气安全隐患治理能力。

一是宣传要铺天盖地。各街道社区和
行业主管部门要通过印制燃气安全明白
纸、制作宣传条幅等方式，对全区291个自
然小区、主干道路和各类商业综合体实现
宣传全覆盖；区委宣传部、区委网信办等部
门要通过电视、融媒体、微信公众号、各类
电子屏幕等滚动播放和推送燃气安全宣传
视频，营造浓厚宣传氛围，让燃气安全防范
知识家喻户晓。

二是排查要不落一户。要迅速开展“敲
门行动”，动员广大居民科学开展自查，特别
是对远年老旧小区要做到不漏一户，重点检
查燃气器具是否超期使用，灶具、减压阀、胶
管等设施是否年久失修，燃气使用是否操作

规范，对胶管老化等问题要对接燃气企业立
即整改。要同步向居民宣传如何正确使用
燃气、怎么判断燃气是否泄漏以及发现燃气
泄漏时应该如何处置等安全知识，切实增强
居民的燃气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

三是执法要全面从严。区城市管理委
等部门要对全域各类固定、流动餐饮燃气
使用企业及商户迅速开展地毯式排查，重
点检查可燃气体报警器是否安装并处于正
常状态；安全用气责任制、用气操作规程是
否规范落实；对漠视燃气安全，违规非法存
储、运输、使用燃气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严
肃惩处。

四是隐患要及时整改。对排查出的隐
患问题要实行清单化管理，逐一明确整改方
案、整改时限、整改目标、整改责任人，做到
隐患排查不到位不放过、隐患清单不销号不
放过，整改目标未完成不放过，坚决防止各
类形式主义，切实做到真查真改、隐患动态
清零。

五是应急要科学高效。要认真优化细
化燃气安全应急处置预案，提升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要组织燃气公司和专业机构经
常性开展燃气泄漏抢险应急演练，组织燃
气使用单位及居民定期开展燃气泄漏自救
互救、消防应急演练；要加强燃气行业应急
抢险队伍建设，提升紧急情况下科学快速
处置能力。

■通讯员 王飞

按照天津高院发布开展行政诉讼案
件异地管辖试点工作的公告和通知，自
2022年7月1日起，红桥区人民法院与南
开区人民法院试行行政诉讼案件异地管
辖工作。为推进异地管辖工作平稳落地，
近日，红桥区人民法院、南开区人民法院
联合红桥区司法局、南开区司法局召开联
席会议。

会上，红桥区人民法院与南开区人民
法院行政庭负责人分别就近三年两院受
理的行政案件数量、行政案件所涉及行政
管理领域、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

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等情况进行分享。
红桥区司法局和南开区司法局负责人

结合两局工作实际，从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行政争议协调化解、监督支持依法行政、府
院良性联动等方面交流工作经验。与会人
员一致认为，做好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工
作，两区要建立信息交流、共享机制，通过常
态化召开联席会议，强化两院两局间的沟通
交流，加强有关部门工作衔接，以化解行政
争议为导向，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回应和保
障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红桥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强调，要
强化行政纠纷多元化解，以“红桥区行政争
议多元解纷中心”为依托，通过跨部门、跨

单位、跨行业、跨区域共同发力，采取“全主
体—全流程—全要素”模式，即在线上平台的
支持下，搭建行政机关、人民法院、行业协会
等全主体参与的解纷平台，在行政执法、行政
复议、立案审理、裁判执行等环节为人民群众
提供全覆盖、全领域、全流程的解纷服务，集
成行政机关自我纠错、达成行政赔偿或补偿
调解合议、协调有关部门救助救济等全要素
整合力量化解行政争议。

红桥区人民法院将全面落实异地管辖工
作要求，深化行政诉讼对构建法治化营商环
境、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性认知，统筹推进行
政争议多元解纷机制，积极助力法治政府建
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通讯员 王彬

“总听报道说夏季要预防火灾，可
咱老百姓灭火器也不会用，好多知识
也不了解，希望咱社区能给组织组织，
帮大伙儿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您有需要我帮忙，“铃里心愿”再
度“敲响”，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
神，回应居民群众的安全需求，提升安
全意识，近日，铃铛阁街道联合区消防
支队共同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
急演练活动。
“电动车进电梯不仅会占用很大一

部分空间，降低使用率，而且一旦出现
危险，100秒就可致命。”在培训活动中，
区消防支队消防员通过知识讲解和实
际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向大家普及了电
动车违规在楼内充电、不规范使用燃气
电器等行为，对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
并列举了日常消防排查的重点部位及
工作方法。
“光说不练假把式”，为了将安全常

识牢牢记在心里，培训过后工作人员紧
锣密鼓开展了消防实操演练。演练假
设某居民家中发生火情，一时间警铃响
起，现场人员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靠
墙弯腰有序撤离火场，迅速到达安全空
旷地带，同一时间工作人员紧急启动预
案，街道应急人员即刻赶赴火灾现场，
居委会工作人员来到小区门口拉好警
戒线，维持现场秩序，配合消防人员进
行火灾处置。

在模拟现场，区消防支队工作人
员围绕初期火灾扑救、日常防火、应急
逃生、消防器材使用等消防常识，进行
了细致全面的讲解和示范。随后，参
训人员还亲手操作灭火器，在实践中
增强了安全本领，熟练掌握了灭火技
巧，为辖区居民吃下了“定心丸”。

此次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活动既有
安全知识讲解、案例剖析，又有现场操
作示范、演练体验，大大增强了街道和
社区干部、物业人员、居民、商户的消防
安全意识，提高了消防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能力和自救逃生能力，特别是进一步
强化了街道与区消防支队、各社区物业
公司等单位之间的联动机制，为今后的
消防安全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讯员 王瑞荣

近日，红桥区成立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揭牌仪式
在区教师发展中心进行。

现场，天津市公安警官职业学院心理学教授刘援朝、
天津市安定医院副院长徐广明等5名专家被聘为中心顾
问。一批来自全区中小学的优秀心理教师与新入职的青
年心理教师签订“师徒协议”，帮助他们提高专业能力。红
桥区教育局还为文昌宫民族小学、红桥区第二实验小学等
4所学校授牌“红桥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基地”。

揭牌仪式后，天津市学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相关负
责人以《心理健康教育与思政融合工作路径探索》为题，
为红桥区各中小学德育校长、心理教师进行专题培训。
红桥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基地教师代表、河北工业大学
附属红桥中学的心理教师吴桐以《遇见更好的我们》为
题，对基地的后期工作发展和设想进行详细介绍。

据悉，红桥区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将依托红桥区
教师发展中心开展教师专业培训指导、学生健康发展科
学规划、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等，进一步提升心理健康
教育科学化、师资专业化水平，全面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 通讯员 王彬

“咱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吧，鸡蛋是大家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食材，那么蛋壳属于什么垃圾呢？”为学习贯彻天津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共建绿色环保低碳家园，近日，
红桥区实验小学环保宣传队来到咸阳北路街道红旗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这里的社区居民一同开展垃圾分
类宣讲活动。

稚嫩的童声娓娓道来，环保新风沁润人心。这10名
小学二年级的“小小宣讲员”，分别从垃圾分类、水资源保
护、大气研究、绿植维护等方面，借助生动形象的图片和
文字，向社区居民讲解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以及保护生
态环境对于我们大家的深远意义。

活动中，孩子们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借助充满想象力
的话语，将环保理念传递给社区居民，小队员岳泓宇说：
“很多人说垃圾会危害我们的健康，是破坏地球的‘不良
少年’，其实垃圾只是迷路的孩子，放错地方的资源，它们
也有自己的家，有重新利用的价值。”
“讲得真好，由浅入深，条理清晰，孩子们真棒！”小

队员们的讲解得到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大家纷纷表示，
回去后将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做好垃圾分类，学会变废
为宝，打造绿色、宜居的美丽社区，维护大家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

据悉，此次活动是这些小队员的“首秀”，孩子们“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赢得了在场居民的喜爱，今后，
红桥区实验小学环保宣传队将继续深入学校、社区和企
业，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为更多的人带去充实生动的环
保知识，共建绿色低碳家园。

中小学生心理辅导中心成立

垃圾也有家 在哪知道吗？

本月起，这项工作试行异地管辖

铃铛阁街道开展消防应急演练

“铃里心愿”响叮当

百姓吃下“定心丸”

连日来，红

桥区对辖区内企

事业单位、餐饮

场所、居民住宅

等重点场所进行

燃气安全排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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