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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快报

参军受尊崇 退役得尊重

7月30日0时至24时

我市新增7例阳性感染者

乡村游辐射100个村 精品民宿220家
—— 蓟州区全面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困难群众一次性生活补贴

1500万元发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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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清）连日来，我市各
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相继开展丰富多彩
的系列主题活动，营造浓厚拥军氛围，庆
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
“参军受尊崇、退役得尊重，老兵就要

一生跟党走！”7月28日，由西青区拥军协
会主办的关爱退役军人健康行活动走进
西青区中北镇西北斜村，76岁的退役老兵
周振海和他的不少“兵”伙伴在家门口享

受到了免费的体检服务。西青区拥军协
会会长袁峰告诉记者，老兵们退役不褪
色、永远守初心，是最可爱的人，组织这样
的活动就是要给他们送去更多关爱。
“一声道，一生到。退役了也要尽己

所能，为社会、为人民贡献光和热。”“八
一”前夕，来自和平区的133名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享受到一系列专业眼健康
检查项目及免费验光配镜服务。这是由

和平区政协、天津市眼科医院视光中心、
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举办的情系
双拥护眼行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
和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一系列双拥
共建活动。“五福大派送”是其中一项活
动，除了送光明，还有送健康、送畅游、送
惠购、送保险活动。
“老兵永远跟党走 同心奋进新征程。”

7月30日下午，一场庆“八一”文艺汇演在宝

坻区拉开了帷幕。整场汇演激情澎湃、气
氛热烈，洋溢着铁骨铮铮、军魂相传的家国
情怀，彰显了军民融合的深厚情谊。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为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宁河区
组织了群众性系列文艺演出，滨海新区举
办了“双拥奋进新时代，共同缔造新滨海”
军民联欢晚会，津南区举行退役军人及随
军未就业家属专场直播带岗活动。

我市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庆祝建军 周年

日前，北辰区佳荣里街道佳荣里

社区举行拥军优属活动。社区志愿者

为退役军人义务理发。社区退役军人

组成的“红色志愿服务队”同时成立。

本报记者 王音 孙立伟 摄

本报讯（记者 万红）“小伙子，真是给
你添麻烦了。”“客气了大爷，您曾经为国奋
战负伤，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航空安全
员，现在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日
前，在天津航空一架由锡林浩特飞往呼和
浩特的航班上，由于航班停靠在远机位，轮
椅不便直达，航班安全员便将一位行动不
便的退伍老兵背下了飞机，一路护送。近
年来，天津航空推进“军人依法优先”服务，
让军人及随行家属出行更加便捷。

据介绍，今年海航航空集团推出了“突
出贡献旅客”优待服务。军人等为国家、社
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旅客，在购买海航旗下所
有国内自营航班公务舱或经济舱机票时，可
凭有效证件、证明享受对应舱位票价再享8.5
折的优惠。

此外，天津航空还积极吸纳退役军人
就业。截至目前，共有256名退役军人就职
于飞行员、乘务员、安全员、车辆驾驶员等
民航一线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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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航系列政策“军人优先”

昨天，北辰区果园新村街联合实验

小学开展“八一”慰问活动，对辖区内退

役军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本报记者 孙立伟 通讯员 孙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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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从市政府新闻
办日前召开的“蓟州区发挥专班统筹作
用 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蓟州区委、区政府专门成立4个工
作专班推动重点工作，推动该区乡村旅游
迈上新台阶。目前精品民宿已发展到220
家，今年有4家民宿代表天津市申报国家级
甲、乙级民宿。

据介绍，蓟州区以“十四五”文化旅游
发展规划为依托，按照“在建一批、在谈一
批、储备一批”工作思路，建立了蓟州区文
旅招商重点项目库（在库项目45个）和闲置
民宅资源库（在库民宅1848个），着力盘活
存量资产，推动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蓟州区持续推进农家院提升改造三
年行动计划，引导农家院提档升级。印发
了《蓟州区农家院开办必备条件》，重新修
订了《蓟州区农家院星级评定标准》，制定
了《蓟州区民宿等级评定标准》，为推进农
家院星级评定和民宿等级评定，实行标准
化管理打基础。建立健全乡村旅游公司
化管理制度体系，创新发展模式，鼓励村
民以闲置房屋入股，积极探索“公司+农
户”“合作社+农户”“公司+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户”等组织形式。

蓟州区抓融合，强化乡村旅游全产业
链发展。以下营镇大平安村书画、渔阳镇
西井峪村民俗摄影、官庄镇联合村红色研
学、穿芳峪镇新水场特色餐饮等具备特色
旅游资源的旅游村庄为着力点，打造主题
文化旅游村，增加体验型、休闲型乡村旅

游项目。大力引导游、购、娱等相关产业加快
发展。抓营销，强化乡村旅游品牌推广。5个
网红打卡地、18个景区景点、10家酒店、30多
家餐饮特色企业、40家果蔬采摘园、150个农
家院（民宿）上线“云尚蓟州”平台。举办了梨
园情旅游文化节线上推介、毛家峪野菜节等
系列文化活动。

经过多年发展，蓟州区乡村旅游已辐射
到区内15个镇乡、100多个村，农家院（民宿）
发展到2475户，其中精品民宿220户，床位
5.86万张，直接从业人员1.2万人，带动农民
就业6万人，受益人口达18万人。先后创建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中国美丽
田园、中国最美休闲乡村12个；中国乡村旅
游模范村18个；全国特色景观名镇名村5个；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4个；全国乡村旅游重
点镇2个。

新闻发布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7月30日
0时至24时，市疾控部门报告7例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阳性感
染者（含已经公布的7月30日0时至18时新增5例阳性感染
者），均为无症状感染者。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为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快速有效阻断疫情传播扩
散风险，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疫情防控有关规定，经专家组综
合研判，截至7月31日17时，我市新增高风险区3个、中风险
区3个、低风险区5个，新解除中风险区2个。

自7月30日起，划定西青区中北镇中北工业园生活服
务区2号楼2门为高风险区。

自7月3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津铁惠苑南区19号
楼、22号楼、23号楼为高风险区。

自7月31日起，划定东丽区张贵庄街振华东里1号楼2单
元为高风险区。

自7月30日起，划定西青区中北镇中北工业园生活服务
区2号楼1门、5号楼为中风险区。

自7月3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津铁惠苑南区除19号
楼、22号楼、23号楼以外区域为中风险区。

自7月31日起，划定东丽区张贵庄街振华东里1号楼1单
元、振华里3号楼、振华里北侧惠民汽修为中风险区。

自7月30日起，划定西青区中北镇中北工业园生活服务
区（除高、中风险区域外）为低风险区。

自7月30日起，划定津南区双林街除高、中风险区以外区
域为低风险区。

7月30日即时起，将河西区东海街华江里1号楼、2号楼、
6号楼、22号楼、23号楼、24号楼降为低风险区。除原划定的
中高风险区域外，东海街全域参照低风险区管理。

7月31日起，调整河西区东海街桂江里除中高风险外区
域及三水南里全域为低风险区。

7月30日即时起，划定河西区太湖路街全域，尖山街、梅
江街两个街道潭江道以南区域参照低风险区管理。

自7月31日起，划定东丽区张贵庄街振华里1号楼、2号
楼及周边底商为参照防范区管理的低风险区。

自7月31日起，划定东丽区张贵庄街除高、中风险区及参
照防范区管理的低风险区以外区域为低风险区。

截至7月31日17时

我市新增高风险区3个

中风险区3个低风险区5个

8月2日公仆接待日
市民有问题拨热线

8月2日公仆接待日领导信息表

本报讯（记者 高立红）8月2日是公仆接
待日，当天9:00—11:30，全市43个单位的负
责同志将在各自单位接听热线电话，为市民
解释相关政策、解答疑难问题。

单位

市政府
滨海新区政府
和平区政府
河北区政府
河西区政府
河东区政府
南开区政府
红桥区政府
东丽区政府
西青区政府
津南区政府
北辰区政府
武清区政府
宝坻区政府
静海区政府
宁河区政府
蓟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教委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
市人社局

市规划资源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城市管理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商务局

市文化和旅游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委
市国资委
市医保局
市电力公司
能源集团
公交集团
水务集团
市邮政公司
市消费者协会

天津移动通信公司
天津联通公司

中国电信天津公司

姓名

王 璟
张兴瑞
沙 红
刘惠杰
孟冬梅
刘 涛
张志华
密 松
颉喜东
张建凤
陈妍卉
李彩良
顾俊魁
吴志华
杨文胜
刘 桓
徐向广
胡永梅
仇小娟
周思远
刘丽红
刘家庆
王克平
崔 龙
郭福吉
侯学钢
郝学华
王洪海
李 建
李 茁
邓全军
赵金恒
张 蕾
谢阿泓
王迎秋
张天华
曹 崧
李嘉铭
刘彦波
张 正
李安平
刘会彬
戴召武

职务

副秘书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常务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
副主任
副主任
政治部主任
副局长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
二级巡视员
副主任

市港航管理局局长
副局长
副局长
副主任
副主任
副主任
二级巡视员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秘书长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专线电话

23186001
65306666
23451009
26296556
23278824
24304608
27615935
86516054
84399735
27392579
88637632
26393019
82966000
29245767
22712345
59658918
29030199
23142822
83215292
23301101
23412769
23308022
27021100
23128966
87671507
23307363
23416512
24539362
58665566
83602600
23337627
23660219
83603039
83575927
84509883
96677
96196
23305538
27120791
24450315
60918811
27110000
58680000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我已经用政府发放的补贴买了
不少生活必需品，”蓟州区的特困人员刘女士说。记者从市
财政局获悉，我市财政部门与民政部门密切配合、上下联
动，紧急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00万元，按照每人100
元的标准，为15万低保对象、低收入家庭救助对象、特困人
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截至6月29日12时，各区均已将补
贴发放到位。

市财政局加强资金穿透管理，将补贴资金纳入直达资金
监管机制，将资金直接支付到最终受益人账户，不在中间环节
滞留，实现救助资金“水流到头”。同时，指导资金发放部门规
范财务管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其间，市、区财政部门、民政
部门会同金融机构对发放情况实时跟踪，掌握发放进度，同时
对发放情况进行随机抽查。抽查结果显示，落实发放率
100%，未出现应发未发情形。

市财政局方面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资金监管，优先备
足备齐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强化库款调度和绩效考核结
果运用，与民政部门共同守护好困难群众每一分“保命钱”和
每一笔“救助款”，切实兜住兜准兜好民生保障底线。

湖风拂面，繁星满天。听音乐会、数
萤火虫、听蛙鸣……东丽湖露营营地30日
开营，让都市人回归大自然，体验独特的
美好与乐趣。

作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双城”间
重要生态屏障，东丽湖生态本底优良，水
域面积达8平方公里，分为东湖和丽湖，此
次新建露营营地位于东湖公园内。沿湖

堤岸上，设立着一栋栋白色帐篷。据运营公
司负责人介绍，东丽湖露营营地占地面积
44000平方米，设有西餐咖啡区、户外烧烤区
等6大主题区域，配有独立的饮水和污水处
理系统。

本报记者 刘国栋 摄影 孙立伟

通讯员 翟鑫彬

东丽湖露营营地开营

本报讯（记者 曲晴）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2021年，我
市接到恶臭及异味举报投诉14000余件，已成为人民群众身
边最突出的环境问题之一。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
实验室协助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制定了《天津市恶
臭污染分级技术指南（试行）》，日前已正式发布。该《指南》是
我市近年来颁布的首个恶臭污染防治政策性文件，也在国内
首创了恶臭污染分级管理新模式。

据悉，该《指南》规定了天津市排污单位和区域恶臭污染
等级划分程序和方法，将排污单位划分为重点、一般和简单三
个等级。国家环境保护恶臭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执行主任王
亘介绍说，该分级具有实现全面覆盖、实行差异化分类、突出
“以人为本”、实施动态管理等四个特点。分级对象既包括了
化工、制药、橡胶制品、农副食品加工等工业企业，也包括了污
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
还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等农业源，同时对乡、镇、街道和工业
园区进行了分级。

恶臭污染有了分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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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日前，武清区
拥军优属合作医院挂牌仪式在天津航医
心血管病医院举行。该医院将为武清籍
或长期居住在武清区的退役军人及其他
优抚对象、现役军人及家属、消防救援人
员建立医疗绿色通道，落实优先优待政
策。同时开展诊疗项目优惠，切实减轻患
者医疗负担。

武清区拥军优属合作医院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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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西青区精

武镇王庄子村召开“庆八一·退役军人”

座谈会。退役老兵回顾了各自的军旅

生涯，抒发了建功新时代的强烈愿望。

本报记者 潘立峰 通讯员 张汉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