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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新增31例本土阳性感染者

我市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任务书时间表路线图发布

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3%以上

天津港再破全球在泊船时效率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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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范围开展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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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滨海新区入选创建名单

7月我市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布

桑师傅的“三步工作法”
——天津能源集团户内燃气隐患整治攻坚一线人员“心得”

本报讯 截至2022年 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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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6件，其中：
滨海新区2637件，和平区418件，河东区
831件，河西区 830件，南开区 956件，河
北区 654 件，红桥区 342 件，东丽区 743
件，西青区874件，津南区936件，北辰区
1043件，武清区865件，宝坻区940件，宁
河区 637 件，静海区 971 件，蓟州区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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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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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全
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3%以上，普惠
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5%以上，公办园在
园幼儿占比达到50%以上。覆盖城乡、布
局合理、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进一步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
进一步完善，幼儿园保教质量全面提高，
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机制基本形成。
昨天，我市九部门联合制定的《天津市“十
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
下简称《提升计划》）对外发布，明确了“十
四五”期间我市学前教育发展的任务书、
时间表和路线图。

我市已连续12年将学前教育纳入市
政府民心工程，接续实施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提升计划、五年发展计划，攻
坚实施两年行动方案，曾经长期困扰人
民群众的“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得到基
本解决，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
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为了进一
步推进“十四五”时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
安全优质发展，市教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市税
务局、市医保局九部门结合天津实际，经
过深入调研反复论证，联合制定了该《提
升计划》，提出三项重点任务：增加普惠

性资源供给，完善普惠性保障机制，全面
提升保教质量。

据了解，《提升计划》提出十项政策
措施，包括：优化普惠性资源布局、调结构
推进普惠性资源扩容增效、健全经费投入
与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幼儿园师资培养培
训质量、保障幼儿园教师配备和工资待
遇、完善幼儿园规范管理机制、强化幼儿
园安全保障、加大不规范办园行为治理
力度、深化幼儿园教育改革、推动学前教

育教研改革。
根据《提升计划》，我市将逐年做好入园

需求测算，各区依据入园需求完善普惠性幼
儿园布局规划。原则上城区每个街道至少
开办两所公办园（或一所公办园、一所普惠
性民办园）。每个乡镇至少办好两所公办中
心园。鼓励有条件的区探索实施学前教育
服务区制度，划定相关区域的招生服务范
围，服务区内适龄幼儿就近入普惠性幼儿
园。同时，积极扶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

务，完善我市对民办园特别是普惠性民办园
的优惠政策，在税收、水电气热价格、培训、
租金、用地、收费、分等级补助等方面实施优
惠和给予支持。完善我市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生均补助政策，确保财政补助资金按时足
额发放。

此外，我市将完善学前教育师德建设长
效机制，将师德教育融入职业准入、职前培
训、职后管理全过程。鼓励天津师范大学等
本科高校与高职院校开展联合培养，探索通
过初中毕业起点“5+2”、高中毕业起点“3+2”
等模式，打通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本科人才
培养通道。实施天津市追求卓越幼教师资培
训项目（第二期）、乡村幼儿园骨干师资专业
发展助力计划、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能力提
升计划等师资培训项目。深入开展提高幼儿
园保教质量专项培训，将专任教师、保育员、
卫生保健人员、厨师、保安等每一个与幼儿相
关岗位的教职工纳入培训范围。

为了巩固我市学前教育取得的工作成
果，《提升计划》还提出开展3个“回头看”专
项工作：即开展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回头
看”，对治理成效进行全面复查；开展无证园
治理“回头看”，防止出现新的无证园；开展乡
镇中心园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回头看”，对发
挥示范指导作用、落实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
生均公用经费等情况进行全面复查。

本报讯（记者 陈忠权）昨天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创建名单的通知》，我市滨海新区被
列入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
建名单。

近年来，滨海新区多措并举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已经步入种养循环绿色发
展的良性轨道。实施化肥减量化行动示
范项目，在商品有机肥示范项目、测土配
方施肥技术推广、耕地质量调查监测评
价三个方面减少化肥的使用，主要农作
物肥料利用率保持在40%以上。实施农
药减量化行动示范项目，通过采用安全
用药技术宣传培训和推广示范、天敌释
放等绿色防控技术手段，预防控制病虫
害发生，减少农药使用，效果良好。积极
促进农膜减量与回收利用，农田残膜回
收率保持较高水平。全面开展秸秆综合
利用工作取得成效，小麦秸秆实现全量
化利用。对畜禽养殖废弃物采取源头减
量、过程控制、末端利用的方式进行处
理，变废为宝。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局公布了7月我市
及各区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7月，36个国考断面中，Ⅰ—Ⅲ
类水质断面21个，占58.3%；无劣Ⅴ类水质断面；主要污染物
中，高锰酸盐指数、化学需氧量、氨氮和总磷浓度同比均降
低，降幅分别为19.0%、19.9%、17.2%和8.0%。

据了解，7月排名前三位的区为和平区、河东区和宝坻
区，排名后三位的区为武清区、西青区和东丽区。对照7月份
综合排名结果，对和平区、河东区、宝坻区、河西区、蓟州区、
河北区和滨海新区给予财政奖补。对武清区、西青区、东丽
区、红桥区、津南区、静海区和北辰区实施扣减财力。按照有
关规定，宁河区和南开区不予奖惩。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天津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第26号通告。我市发
生本轮本土疫情以来，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社会面疫情
得到一定控制，但疫情仍处于发展期，存在较高的社区传播
风险。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市疫情防
控指挥部决定，今日6时起在全市范围继续开展核酸检测。

今日6时起，凡是居住在我市的群众，采样前在居住地保
持原地相对静止，按照各区防控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和街道
（镇）、社区（村）的组织安排，有序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检测，
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参加完筛查采样人员方可上班、上学
以及安排必要的出行。

全市各级机关、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要保证群众及时在
居住地或必需的岗位工作地参加核酸检测。各区各行业要
强化返岗前查验前一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已完成本次采
样的有关证明，督促群众按要求主动参加筛查。各区防控指
挥部负责制定本区核酸检测筛查具体实施方案，严格落实责
任，完善保障措施，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应检尽检”。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获悉，2022年8月
28日0时至24时，我市疾控部门报告新增31例本土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阳性感染者，确诊病例4例（均为轻型），无症状感染者27例。

31例阳性感染者中，15人为8月27日全域核酸筛查中发
现；16人为8月28日筛查中发现，其中仅1人为主动就诊筛查
发现，其余均为管控人员筛查发现。（截至8月29日早8时，8
月28日全域核酸筛查已全部结束，除上述16人外，8月29日
凌晨还发现13名阳性感染者，详情待报。）

■本报记者 苏晓梅

“您家灶具不带熄火保护功能，得买
个带熄火保护功能的装上。”
“您这根胶管老化了，我们给您换一

根丝扣软管，再加个自闭阀，这样用气就
更安全啦！”

8月23日上午，河东区俪景园小区户
内燃气隐患整治工作按计划进行着，以上
的话语，桑长春每天都要向用户不厌其烦
地反复说明。
“我们不光要消除燃气隐患，还得让

老百姓提起对燃气安全的重视。”他向记

者解释。
52岁的桑师傅是天津能源集团津燃华润公

司所属联益公司户内燃气隐患整治攻坚队伍中
一名普通的施工人员。当天11时左右，桑师傅
已完成4户改造任务。虽然这几天秋意初显，但
一刻也不停闲的他，工服已被汗水浸透。到了
午休时间，他顾不上休息，依然与同事核对上午
的施工进度，研究接下来的施工安排。
“又好又快”是桑师傅给自己定下的工作

标准，一套行之有效的施工方法是成就这一标
准的秘诀，他将这套方法概括为“三步工作法”。

第一步：事先做足准备，与社区网格员
密切配合，施工前依托相关部门向居民做足

宣传，让大家提前知道入户时间，家中留人积
极配合；第二步：注重文明规范，工装整洁，戴
好胸卡、口罩、鞋套，使用文明用语，赢得用户
好感，提升配合度；第三步：先自检再复检，施
工完成后，先用测漏仪对户内燃气管道设施
进行全流程安全检查，确保无漏气后为用户
点火调试并告知用户，燃气安检人员会尽快
上门做进一步复查核验。

正是这“三步工作法”让桑师傅赢得了不
少用户的信任，户内燃气隐患整治得以推进。
“有的用户家里没留人，有的对购买带熄火

保护功能的灶具不理解。我们一定能想办法解
决，打赢这场攻坚战！”桑师傅充满信心地说。

本报讯（记者 万红）记者从天津港集
团了解到，日前，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
箱码头顺利完成了“马士基伊达尔戈”轮
接卸作业，以每小时331自然箱的在泊船
时效率，再次打破“2M地中海三线”全球

作业效率纪录。
“在各口岸单位及相关部门支持下，我

们与船公司密切协调联动，精准制定船舶动
态，压缩辅助作业时间，精细作业计划，高效
组织生产，优化资源配置，最终实现了协同

效应最大化，创下了此次作业效率新纪录。”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天津港太平洋国际
集装箱码头已先后12次打破世界在泊船时
效率纪录，“2M北欧一线”、中远海运欧洲线
等在泊船时效率保持全球领先，且持续高效、
“零缺陷”接卸空客飞机大部件613架次，进
一步助推天津港大部件接卸向“数量更多、速
度更快、质量更高、服务更优”不断迈进，助力
港口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本报讯（记者 王睿）记者昨日获悉，市应急局会同市消
防救援总队联合印发《天津市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2年第二次安全专项检查督导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重大危
险源企业2022年第二次专项检查督导，确保9月底前完成主
要问题隐患清零。

按照《方案》，各区及有关企业按照企业自查、区级全覆
盖检查的程序精心组织实施，企业严格落实重大危险源包保
责任制，对辨识出的重大危险源单元全面自查，对自查发现
的问题隐患及时制定整改计划、实施隐患整改；各区对重大
危险源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营造良好氛围；市级有关部门
将成立督导组，对各区及企业相关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市应急局将会同市消防救援总队联合组建专项工作办公
室，全过程统筹调度专项检查督导和隐患整改；区应急管理局
会同区消防救援支队成立联合检查组，分别派出相关负责人担
任组长，做好联合会商、联合检查督导、信息共享、应急联动等，
鼓励企业自查，特别是深挖重大隐患，对企业自查发现并已实
施整改或正在按计划实施整改的问题隐患不予处罚。

据了解，企业在8月31日前完成自查，各区在9月16日前
完成全覆盖交叉检查，突出对高风险、较高风险企业及重大
危险源单元问题隐患的整改督办，确保整治到位。各级督导
检查组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经检查组组长签字确认后交办
企业，企业对自查发现和各级督导检查组交办的隐患问题，
经重大危险源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后，连同自评结果、整改
措施、整改情况等信息，按照进度及时录入危险化学品安全
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并全力整改。

“卡扣到位，全部

装载完毕。”8月28日，

随着对讲机中装船工

长的完工回复，45片62

米长的2兆瓦级大型风

电叶片在天津港汇盛

码头顺利装船，搭乘新

加坡籍“普拉斯”轮驶

往美国西海岸，为我国

新能源“风电翅膀”出

口再添新战绩。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吕强 王伟 摄

全市检查督导危化品企业
按照企业自查、区级全覆盖检查程序实施

《提升计划》提出三项重点任务、十项政策措施、3个“回头看”专项工作

■各区依据入园需求完善普惠性幼儿园布局规划
■城区每个街道至少开办两所公办园
■每个乡镇至少办好两所公办中心园
■打通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本科人才培养通道
■深入开展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专项培训，将专任教师、保育员、卫生保

健人员、厨师、保安等每一个与幼儿相关岗位的教职工纳入培训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