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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区召开知识产权保护专题会议

提升核心竞争力 促进高质量发展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

■ 通讯员 赵百乔

近日，红桥区召开知识产权保护专题
会议，传达学习《天津市知识产权强市建
设纲要（2021—2035年）》文件精神，分析
我区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工作情况，研究
我区贯彻落实措施。区政府主要领导主
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深刻认识实施知识产权强区建设、加
快推进知识产权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知识产
权在鼓励创新中的基础保障作用，对于进一
步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大意义。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法治政府建
设，坚持严格保护、鼓励创新的政策导向，
强化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加大知识产权刑

事犯罪打击力度，健全完善知识产权管理
体系。要继续加强我区知识产权制度和
体制机制建设，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宣传，构建知识产权纠
纷多元化解机制，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
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尊重
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平竞争的知
识产权发展环境。

会议要求，区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要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协作配合、
增强合力，建立统一领导、部门协同、上下联
动的工作体系。区市场监管局、科技局、商
务局等部门要重点围绕知识产权、专利、服
务贸易等方面，主动挖掘，加大供给，以高质
量供给助推高质量发展。要按照市委、市政
府和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认真做好知识产权
强区各项相关工作，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落地。

■ 通讯员 从欣

近日，第六届天津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名单公布，
现任红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科（科教科）科长、四级调
研员周晶获评“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称号。能够获此殊荣，
离不开她近30年来的兢兢业业。

扎根基层十七年

成为传染病防控的“行家里手”

1994年，从天津市护士学校护理专业毕业后，周晶进
入红桥区卫生系统工作。2003年4月非典疫情暴发，在区
公共卫生监督所工作的她被借调到区卫生防疫站疫情信
息组负责疫情接收和报告工作，连续奋战在工作一线。

凭借着出色表现，当年7月，周晶被红桥区评为“防治
非典工作先进个人”。非典结束后，她调到区卫生局工作，
从此便开始了17年的疾控工作生涯。多年来，周晶扎根业
务一线，先后完成全区禽流感、甲流、诺如病毒等传染病的
防控，妥善处置多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成为真正的“行家
里手”。

服务百姓零距离

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到实处

2018年，为确保“全国健康促进区”和“天津市慢性病综
合防治示范区”创建成功，周晶在吃透创建要求的基础上，深
入各有关单位摸底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充分分析短板弱
项，逐个制定突破方案，推动各项工作顺利通过验收。

为普及健康知识，周晶跑遍全区所有街道，为社区老
年人举办“三减三促”“阳光心田”等科普活动，全区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逐年提高。在这些工作中，从方案的研究
制定到组织实施，周晶凭借着出色的业务能力，将一项项
政府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她说：“只有百姓实实在在体
会到了实惠，获得感提高了，咱们的工作才是有意义、有
价值的！”

高强度连续工作

只为第一时间遏制疫情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周晶就在密切关注发展态
势，第一时间带领科室人员连夜起草各项方案，深入工作
现场掌握一手情况，制定各个机制，形成“排查—登记—
报告—管控”闭环管理模式，将部门与部门、部门与社区联
动起来，筑起守护百姓健康的“铜墙铁壁”。

连续高强度的工作，让本就身患有高血压、心律过速
的周晶十分疲惫，终于，在2020年1月28日，因长期缺乏休
息，周晶突发高血压、低血钾症，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
送往医院。仅经过一天的治疗和休息，病情稍有缓解的她
便不顾家人反对，回到单位继续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周晶舍小家为大家，以最坚定的信念、最朴实的行动，
护佑一方百姓安康，塑造了扎根基层、服务百姓、勇于担当
的良好形象。

■ 通讯员 从欣

“太感谢了！能在IPO申报基准日之
前拿到新营业执照，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
地了！”前不久，在红桥区税务、市场监管
部门的帮扶下，天津异乡好居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顺利办理了股权转让、增资扩股营
业执照变更登记事宜，为企业后期申请上
市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司负责人印建坤难
掩喜悦与激动地说，“这至关重要的一步
多亏了大家的帮助，有各部门的支持，我
们对上市的信心更足了！”

据了解，天津异乡好居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是为留学生提供租房服务，
目前在红桥区陆家嘴金融广场办公。近
几年，企业发展迅速，一跃成为全球最大
的留学生海外租房互联网服务平台、行业
领先的全球公寓预订平台，印建坤也萌生
了上市的想法。

筹备上市的过程中，企业发现在股权
变更、股份制改制方面涉税、涉工商的专
业问题上遇到了困难。印建坤说：“前期
工作很繁琐，根据我们企业情况，需要进

行新增股东层面的股权转让和工商登记
异地处理，以及外资股东授权等手续的办
理，大家紧赶慢赶，8月29日傍晚才基本准
备好各类材料。”如想不影响后续股票发
行上市等一系列工作，就需要在8月31日
前办理完上述各类手续。

只有两天时间，还来得及吗？抱着
试试看的态度，印建坤联系了红桥区税
务局。“没想到他们立即制定了个性化服
务方案，说一定赶在截止日期前帮我们
办好。”

按自然人股权转让个税申报办理流
程，后台系统流转加人工审核审批，一般
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当晚得知企业诉求
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办税服务厅，为其
提供延时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并指定
专人帮助企业梳理资料。”红桥区税务局
主要负责人戴鑫告诉记者，“企业在窗口
进行申报后，我们及时向上级部门汇报
争取支持，确保系统内部流转更顺畅高
效，进一步加快审批进度。”

转天上午10时，经过税源管理所审核
审批后，企业顺利完成股权转让涉税相关

事宜的办理。了解到后续还需进行营业执照
变更，红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上手，指定专人
全程跟踪提供“保姆式”服务。
“我们快速查验了企业纳税相关信息，

中午加班加点对其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
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一系列材
料进行审核。”红桥区市场监管局相关业务
负责人臧勃超说，办理过程中，我们发现企
业提供的股权转让协议需调整，在具备基
本审批条件的情况下，便实行了“容缺受
理”机制，先行为其办理登记，并一次性告
知需补齐的材料和时限，最大限度压缩了
审批流程和时间。

当天下午6时，印建坤捧着“新鲜出炉”
的营业执照连连道谢。几天后，他还专门为
红桥区税务局和区市场监管局送来两面锦旗
致谢。“本以为这个月赶不上提交上市申请
了，真没想到咱们税务、工商部门这么快就帮
我们把所有手续都办好了！”印建坤表示，得
益于政府部门高效、优质的服务，企业后续上
市流程可以按期办理，不仅节约了上百万资
金，也免除了很多后顾之忧，对未来发展底气
更足、信心更盛！

■ 通讯员 项毅

连日来，公安红桥分局坚决贯彻市局
党委关于“百日行动”期间用心用情用力
做好爱警暖警工作的部署要求，抓细抓小
抓实各项爱警措施，持续鼓舞士气、凝聚
警心，确保广大民警辅警始终保持旺盛斗
志和持久战斗力。

聚焦民警身心健康

增强全警向心力

围绕优化勤务安排、心理健康、个人
防护等方面，从细节入手、从实际出发，细
化措施，确保广大民警辅警精神饱满、心
无旁骛投身各项中心任务。针对高温期
间执法执勤工作特点，在保证工作正常开
展的前提下，分局实行弹性勤务，加大岗
位轮换力度，确保连续奋战在高温气候条
件下的民警能够按时休息；建立派出所领
导干部顶班替岗机制，最大限度降低一线
民警尤其是年龄大、体质差、身患多种疾
病、临近退休民警的工作强度。同时，广

泛开展谈心谈话600余人次，充分了解民警
实际需求；先后5次邀请市局心理教官团队
开展心理健康团辅、咨询等活动，帮助民警
辅警不断提高心理免疫力。此外，紧盯夏季
治安特点，收集各办案单位培训需求和能力
短板，开展92式手枪分解结合、“刀斧砍杀”
等警务实战类科目送教上门、自训自练50
余次，累计培训民辅警800余人次，深度强
化民辅警协同作战及安全保护意识。

聚焦民警正向激励

激发全警战斗力

持续强化战时队伍宣传表彰，鼓足“百
日行动”期间队伍高昂斗志。将学习贯彻
全国公安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精神

贯穿于“百日行动”始终，组织全警观看全
国公安系统英模先进事迹“云”报告会，召
开青年民警座谈交流会，组织红桥看守所、
和苑派出所开展先进事迹巡回宣讲，激励
引领广大民警见贤思齐。深挖高温天气民
警深入开展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社会面治安巡逻防控等工作中的先进典
型，《这个90后警察真拼》短视频点击量超
过 1000 万次，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有
力提升了红桥公安的良好形象。“百日行
动”开展以来，有2个集体分别荣立二等功
和三等功，先后有 3名同志分别荣立个人
二等功和三等功、荣获7月“天津好人”称
号。分局领导班子成员“送奖上门”，最大
程度发挥激励效果，不断引燃民警队伍战
斗士气。

聚焦民警服务保障

提升民警凝聚力

开展为期一周的车辆“夏日巡检”活动，确
保分局车辆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最大限度助力
“百日行动”实施。延长夜间就餐时间、强化值班
备勤期间餐饮保障，让奋战在一线的民警辅警
切实感受到关怀。同时，邀请市人民医院专家、
市局“平安警营，健康随行”下基层惠警医疗服务
队开展专题讲座、义务诊疗、咨询活动；为特警支
队、人口服务大厅、看守所和12个派出所配发急
救药箱，配足配齐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藿香正
气胶囊等常见急救药品。此外，快速完成3名民
警、1名辅警工伤认定，最大程度鼓舞队伍士气，
激发民警爱岗敬业、创新卓越精神。

■ 通讯员 王彬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这个责任阀
门拧得再紧也不为过。

为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夯
实医疗机构安全生产工作，近日，红
桥区卫健委从守护医护人员和患者
生命安全出发，多措并举广泛开展
各类安全生产工作，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深”耕细作安全生产的
“责任田”。

学之愈深、知之愈明、行之愈
笃。为了深入学习安全生产知识，加
强专业技能，卫健委组织召开专题会
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重要论述和市安委会安全生产
15条措施。

同时各相关单位由主要领导牵
头，扎实开展领导讲安全生产活动，
活动结合医疗机构实际工作，进一步
明确细化安全生产要求，将安全职责
分解到每一位职工，指导大家按照各
自责任区域，查找安全隐患，群策群
力，筑牢安全根基。

全面动员，全员皆为“吹哨人”。
各相关单位采取全员自查与第三方
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深究问题隐患，严
格落实查找一处、整改一处、评估一
处、销号一处的要求，确保整改效果
落到实处。

截至目前，全系统干部职工积极
发挥“安全吹哨人”职责，已上报身边
隐患问题32处，第三方排查隐患风险
55处，现已全部整改完毕。

实操演练，做到胸有成竹、早有
准备。各单位按照医院消防应急预
案，依次就报警、疏散、自救、灭火等
项目进行演练，做到了操作规范，高
水准完成。

通过一系列深度模拟演练，各单
位进一步提升了干部职工的应急处
置反应速度和防护能力，将更好地履
行守护医护人员和患者生命财产安
全的职责。
“安全与健康是1，其余全部为0”，

不注重安全一切努力就会有可能回归
到零。红桥区卫健委将以高度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切实为医院平安发展保
驾护航，全力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 通讯员 王瑞荣

“高书记，谢谢你们这么用心照顾她，还及时联系到我
们，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近日，西于庄街道怡水苑社区居
民刘奶奶的亲属李洪生为社区送来一面锦旗，向社区工作
人员表达感谢。

原来，刘奶奶是社区里的残疾人，一个月前，她的监护
人也是唯一的弟弟因病去世，她成了独居老人，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高方翀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联系物业
和网格员，照顾她的日常生活，“刘奶奶患有精神方面的疾
病，一个人住，我们实在不放心，所以就先将家里的煤气关
了，并每日送去三餐，保证她的日常生活和安全。”高方翀
说，随后，社区一边抓紧联系刘奶奶的亲属一边派专人照
顾刘奶奶。

经过多方查证，终于通过派出所查到刘奶奶还有一
位表叔李洪生，通过多次联系沟通，李洪生带着其他两位
亲属来到居委会讨论刘奶奶的生活照料和监护问题。“咱
们的工作人员工作真的太负责了，这么忙，每天还腾出时
间照看，周末休息日都没落下，让我非常钦佩和感动。”李
洪生说。

目前，刘奶奶的生活问题已得到妥善安置，监护问题
也在稳步解决中。怡水苑社区也将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紧紧围绕民生、民意、民情，为居民解决各
类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
感和安全感。

心系居民办实事

扶残济困显真情

勇于担当 守护健康
——记现任红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医科（科教科）科长周晶

用高效优质服务护航企业“上市路”

公安红桥分局坚持“三个聚焦”助力“百日行动”实施

凝聚警心保斗志 爱警暖警鼓士气

拧紧“安全阀”

耕好“责任田”

助残惠残

无“碍”有爱

近日，我区残联开展送

辅具进基层活动，将辅助器

具送到残疾人身边，满足我

区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需

求，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的

生活自理能力，有效提升了

残疾人的生活质量，切实解

决了残疾人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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