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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与武清区合作

共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武清研究院

本报讯（记者 韩雯）春节期间，我市
救助服务“不打烊”。昨日从市民政局获
悉，市民政局印发文件，要求各级民政部
门通过落实社会救助政策措施、主动发现
及时化解群众困难、强化急难型临时救助
和畅通求助渠道等措施，全面做好春节期
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为了让困难群众度过一个安心、

温暖的新春佳节，我们已在春节前夕组
织动员各街道、乡镇和社区工作人员，
广泛开展为困难群众送‘温暖’活动。”

市民政局社会救助处处长张雪松说，在
送“温暖”的同时，为了让困难群众及早
领到“红包”购置年货，各种补贴及时拨
付到位。截至目前，全市在春节前发放
各类低保金 1.8 亿元，发放各类生活补
贴包括过节费 1.7 亿元，发放取暖补贴
4000多万元。

让群众过好年不仅仅是春节前的走
访慰问、发放“红包”，春节期间，根据市
民政局印发的文件，各区民政部门要指
导乡镇（街道）按照低保、特困、低保边缘

家庭等社会救助政策，将符合条件的困难
群众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重点对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低保及低保边缘家庭
中的老年人、残疾人，通过实地走访、电话
访问等形式了解其需求，特别是解决冬季
取暖方面的问题，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
冬。依托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
通过与失业人员登记、大病患者、重度残疾
人等数据比对、关联分析和综合评估，提升
主动发现困难群众能力。加大临时救助力
度，努力解决群众因突发性事件、意外伤害

或家庭刚性支出较大导致的临时性基本生
活困难。对因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基本生活
出现困难的群众和滞留在津的外地人员及
时给予救助。

文件还要求，发挥临时救助备用金和“发
点球式”救助资金作用，妥善解决困难群众新
产生的急难愁盼问题。向社会公布区和乡镇
（街道）救助部门热线电话，依托12345服务
热线、社会救助“直通车”微信码、“津心办”社
会救助栏目等渠道，方便困难群众及时办理
社会救助。

春节期间救助服务“不打烊”
我市全面做好困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本报讯（记者 姜凝）1月20日，南开大学与武清区人民政
府签署框架合作协议，深化区校合作，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南开大学“双一流”建设和科研成果
转化，全面推进武清区高质量发展。

双方将在共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武清研究院、深层次产学研
合作、高层次人才培养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推动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走深走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武清研究院作为南
开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院分院，由南开大学长期派驻专家
团队全面负责运行。研究院以武清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理
论与实践研究为主要职能，同时作为区校双方对接沟通的平台
和纽带，负责各项合作事项的协调、推动和落实。

国务院国资委碳达峰碳中和典型案例

我市7项目入选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近日，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大连高级
经理学院公布了2022年度碳达峰碳中和行动典型案例评选
结果，我市共有7个项目入选。

入选项目中5个来自国资系统，分别是天津市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选送的“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
建业务用房”绿色低碳项目获得一等奖；天津城投集团选送的
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高速公路服务区低碳化改造”项
目、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能互补的可再生能源
综合应用集中能源站”项目分获二等奖、三等奖；天津渤海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报送的“MVR单体水回收节能项目”“丙烷
脱氢装置余热发电综合利用项目”分获二等奖、三等奖。

此外，天津安捷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智投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共同选送的“安捷物联能源互联网大厦”项目获
一等奖；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选送的“工程机械用集
成化电驱动力总成系统——绿色创新助推‘双碳’愿景达成”
获二等奖。

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高新区国家高企预计达到2200家

本报讯（记者 张璐）记者从滨海高新区获悉，2022年，高
新区创新动能加速释放，主要创新指标继续领跑全市。国
家高企预计达到 2200 家，入库国科小 1906 家，雏鹰企业
1076家，瞪羚企业71家，科技领军（培育）企业57家，科技型
上市企业累计14家。

2022年高新区GDP预计增长7%左右，规上工业总产值
增长8.5%；规上营利性服务活动营业收入增长27.2%；限上商
品销售额增长30.2%；实际利用内资增长33.6%；实际利用外
资增长19.2%；外贸进出口增长12.3%，在稳经济大盘中发挥
重要作用；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分别占规上工业的63.2%和51%；高技术服务业及现代新兴服
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95%。

本报讯（记者 王音 姜凝）昨日从西青区获悉，“大运河艺术
之城”天津音乐学院和天津美术学院扩建工程项目及周边地区
规划概念设计方案征集工作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设计方案。

据了解，天津音乐学院、天津美术学院新校区选址西青区
中北镇大运河文化带艺术之城。新校区在设计上重点关注大
运河两岸缓冲带内的生态涵养性和大运河文化属性，探索更
具自由性和开放度的艺术院校建设模式，打造具有各自文化
特色的先进示范校园。同时，打造项目区域与周边区域的共
享平台、共享空间、共享场景，对教学模式、技术利用、教育与
运河文化、城市艺术结合等方面进行创新性探索。

此次征集范围包含音美校区详细设计和周边地区概念设
计。两校区规划建筑总面积约42万平方米。其中，天津音乐
学院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天津美术学院建筑面积23万平方
米。方案设计时间预计为1月底至3月底，设计周期约2个月。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2022年度全国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信用门户网站和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
建设总观摩会议在线上举行。天津市信用平台网站继2021
年后再次入围全国总观摩，并获评2022年度省级“标准化平
台网站”称号。天津市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再次
获评“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特色平台”称号。

据了解，会议主题为“促改革、纾企困、惠民生”，全国76
个信用平台网站和51个“信易贷”平台报名参加，6个省级信
用平台网站、8个地市级信用平台网站和8个“信易贷”平台入
围全国总观摩。观摩会上，天津以信用信息归集共享、信用信
息分析与应用、信易贷、信用监管、信用惠民便企等为重点，全
面展示了天津市信用平台网站在支持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方
面的建设成果和创新实践。

天津音乐学院 天津美术学院

新校区征集设计方案

全国信用平台网站观摩会

天津捧回两奖项

■ 本报记者 马晓冬

农历新年近在眼前，人们对蔬菜、
水果的采买需求也日益增长，目前“菜
篮子”供应情况如何？记者从我市蔬菜
一级批发市场——天津海吉星农产品
批发市场了解到，近期，这里的蔬菜库
存量每天保持在7000吨左右，水果、肉
类、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种类齐全。

大小车辆穿梭取货，各类水果礼盒
摞成一座座“小山”……最近一段时间，
市场商户宋雯雯的档口前格外忙碌，销
量比平时成倍增长。
“快过年了，大伙儿爱买这种精品

水果礼盒。最近智利的车厘子、泰国的
榴莲卖得都很好，每天我这儿整体批发
的量能有几千件。”她一边帮客人拿货，

一边向记者介绍。
在蔬菜批发区域，商户们也为春节

做好了准备。叶利祖在天津海吉星批发
娃娃菜已经7年了，今年春节他不回河北
老家，依旧连市经营。“好多工人都没走，
我就留在这儿了。”他介绍，“过节前销量
比前一段时间多，现在一天能卖五六十
吨。”他告诉记者，他经营的娃娃菜主要产
自河南、湖北等地，目前在海吉星库存充
足，此外在产地也有仓库，保证随时发货。

据天津海吉星蔬菜管理部经理赵开
伟介绍，近期，天津海吉星的蔬菜日均交
易量近5000吨，整体销售价格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在增加耐储类蔬菜备货的
基础上，市场还利用园区内冷库和商户
自建冷库储备精品叶菜和特菜，可满足
周边地区至少一周的正常供应。
“我们引导商户春节前加大备货量，现

在的品种主要包括白菜、椒豆类、菜花、西
兰花和精品叶菜、特菜类，春节前期供应量
预计比往年同期增加30%。”赵开伟表示。

■ 本报记者 徐杨

“周主任，我又来找您了。上次从这
儿开完药，回去喝了一周咳嗽还真见好，
痰也不多了。我寻思让您再给看看，接着
开一个疗程，赶紧把这咳嗽治利索了。”

1月16日上午，家住河北区的张女士来
到中医二附院找治未病中心主任周胜元
复诊。她告诉记者，“阳过”身体恢复得还
不错，可连着两周时不时咳嗽、咳痰，于是
就来看了周主任的门诊。

为张女士号完脉，周胜元说：“咳嗽的
原因还是寒湿内蕴、郁阻于肺。不过从脉
象看，您这‘寒湿症’确有减轻，那我就再
开药，您回去坚持吃，按我们的治疗经验，

咳嗽症状基本都能消除。”
张女士刚走，家住河东区的李先生走

进了诊室，“阳过”后他总感觉手臂麻木。
周胜元为他详细检查后用针灸消除症状。

周胜元介绍，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
中医二附院立即在张伯礼院士的指导下启
动了中医药康复治疗工作，不论是我市最早
的140多名感染者，还是2022年初奥密克戎
感染者，包括此次疫情防控措施调整后的感

染者，都进行了追踪、随访、治疗、指导。
“拿最近这些感染者来说，‘阳过’后很

多人都存在咳嗽、乏力、失眠、心慌等症状，
但指标已经转阴，做CT、血常规等也没有明
显指征。”周胜元说，“对于这一人群，中医药
发挥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膳食、传统功法、
针灸等康复指导、治疗，具有明显效果。”

记者了解到，在感染者就诊高峰时期，面
对猛增三四倍的发热门诊患者、每天600余人

次的急诊就诊量以及大量等待住院治疗的重
症患者，该院采取了增开诊室、增派人员、打通
科室界限等系列措施，集全院之力保障患者得
到及时有效治疗。
虽然满负荷运转已成常态，但医护人员

忍受着新冠病毒感染带来的寒战、高热、头
疼、咽痛等强烈不适，从未停下治病救人的脚
步。大家靠着“吾辈当自强”的毅力抵抗着病
痛，守着“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保障着诊疗秩
序，秉承着“轻伤不下火线”的信念牢牢坚守
在救死扶伤最前线。
中医二附院院长雒明池介绍，“保健康、防

重症”是医疗机构当前主要工作任务，我们坚
持整合多学科专家资源，让中医药在促进新冠
病毒感染者身心康复方面彰显独特优势。

节日“菜篮子”满当当
天津海吉星节前蔬菜供应量同比增30％

中医康复治疗助患者“阳康”
——中医二附院发挥特色促进新冠病毒感染者身心康复

■ 本报记者 黄萱

腊月二十八这天，很多老乘客、公交
迷来到北辰区泰莱道公交站，为公交18路
送行。这条开了近69年的公交线路宣布在
1月20日停止运营。送别意味着再也不见，
而怀念代表着会有更新更好的方式替代。

驾驶员王宝元笑得合不拢嘴：“已经
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多乘客了。”

他身旁的车厢过道上站满了举着手
机、相机的年轻人。明明有座位，大家却
偏要站着等待发车。车辆启动，快门声此
起彼伏，素不相识的人们开始录制沿街的
车景，并七嘴八舌地发表感怀。“这是我开
的最后一班18路，也是最开心的一班。”一
人一车一路线，王宝元在18路一干就是10
年，没停过一班，没歇过一天。“怎么能没
感情呢？”

一圈末班车下来，足有百余乘客，王
宝元无法认识他们每一个人，但大家却都
认识他。“不认识王师傅，18路也就白坐

了。”一位老乘客说。
“没事没事，甭给钱了，大家坐坐，留个

念想。”王宝元这样说着，大家却还都照规矩
刷卡买票。

1月19日16时30分，王宝元驾驶的末班车
从北辰区的泰莱道站出发，开往河北区金钢
桥站，大约17时15分返回泰莱道站。根据通
知，18路1月20日起停运。当这趟车回到终点
站，也就意味着京津公路主力公交18路退出
历史舞台。

据记载，18路于1954年7月1日开通，主要
满足京津公路柳滩、北仓、天穆等地居民的
出行需求。在过去的68年里，18路线路调整
过。最初终点站在小王庄，另一端是北仓
站。后经调整，由东北角开往47中，延长到引
河桥，路线就是京津公路—天泰路—黄纬
路—中山路，几乎是一条直线。当年18路在
方便北辰区京津公路沿线的工人村民进城
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京津路上的主力公
交也由此诞生。减少公交线网重复率，优化
公交线网是今后的重点，18路因和610复线率

几乎达到100%，不得不落下帷幕。
18路见证了天津公交运营车辆的变

化——国外进口的木炭车、14米汽油铰接、
汽油单机客车、柴油中巴车、8米柴油城市客
车、10米柴油城市客车、现在的10米自动挡纯
电动客车，不断优化的车辆适应着城市的发展。

人渐渐散去，周围恢复了寂静。王宝元
和往常一样拿起扫帚，一点点打扫着车厢。
“老伙计，再见了。这条线跟了我10年，像养
大的孩子一样，不舍得啊！”18路一共更换过3
次车，这辆车跟了他4年。他拿起抹布擦拭着
车身、坐椅，用手感受着车内的一切。

公交18路昨“退役”

乘客拍照送别18路。 公交迷供图

■ 本报记者 王睿

“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们收到了
带有天津文化特色的非遗礼物——窗
花和春联，总共6.5万套，红红火火的，
特别喜庆，散发着浓浓的年味儿，也展
现了天津的援疆情谊。”新疆和田地区
于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古松涛告诉记
者，这几天，他们忙着把这些有颜值、又
有温度的年货发放到各乡镇，送到群众
家中。

依托新疆和田地区民间手工艺水
平发达的历史文化底蕴，天津援疆前方
指挥部创新津和“非遗+文创”文化交流
模式，在当地启动“天津剪纸艺术进万
家”活动，促进津和两地文化艺术交往、
交流、交融，先期对于田县木尕拉镇巴
什喀群村、木尕拉村等5个村的库尔班
手工坊学员进行剪纸艺术培训。

天津李兰芝剪纸非遗传承人曹彩
霞来到于田县库尔班手工坊、当地群

众家中，现场指导，讲解剪纸理论知识、
剪纸技艺，手把手地演示，还结合津和
两地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特色，与大家一
同设计创作剪纸作品。“天津的剪纸非
遗传承人来家里，教我剪纸、送来新年
祝福，还和孩子们一起贴窗花，太高兴
了，心里暖暖的。”村民阿斯耶木·买提
卡斯木说。

和田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援疆
前方指挥部宣传交流部部长刘海辰表
示，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文化润疆工
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天津窗
花、剪纸、春联等为载体，将天津传统民
俗文化推广到和田地区，增强文化认同
感，拉近津和两地人民的感情。“此次天
津支持和田地区制作的10万套春节剪纸
作品将陆续送到东三县（策勒县、于田
县、民丰县）群众家中，另外，我们也组织
了天津的文艺工作者来新疆，在和田地
区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节目，与当地
人民群众一起过年。”

天津剪纸进和田
贴上窗花红红火火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 岳付玉）记者从天津银保监局召开的2023
年工作会议上获悉，刚刚过去的一年，我市银行业办理延期还
本付息1390亿元、减费降息4亿元。为新市民发放个人贷款余
额1140亿元，金融助企纾困、服务社会民生取得新成效。

天津银保监局发布，截至2022年底，我市银行业各项贷款
余额达4.4万亿元,同比增长3.2%。保险业赔付支出213亿元。
办理延期还本付息1390亿元，减费降息4亿元。支持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5%。普惠型小微企业、涉农贷款余
额分别较年初增长28.5%、19%。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京
津冀协同发展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20%。12条重点产业链贷
款余额较年初增长40%。绿色信贷余额较年初增长14%。

在具体服务民生方面，2022年，我市银行保险机构为新市
民发放个人贷款余额1140亿元，提供保险保障151亿元。“天津
惠民保”项目顺利上线，承保人数突破163万人。

我市银行助企纾困服务社会民生

全年延期还本付息1390亿元 减费降息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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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了2022年12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状
况。12月，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3.88，
同比下降20.5%；优良天数26天，同比增加3
天；优良天数比率83.9%，同比上升9.7个百分
点；重污染天数1天，同比持平。PM2.5、PM10、
SO2、NO2和CO浓度同比下降，降幅分别为
28.0%、23.3%、27.3%、17.6%和14.3%。12月
排名较好的区为蓟州区、宝坻区和武清区，
较差的区为静海区、津南区和东丽区。

本报讯（记者 曲晴）昨日，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了2022年12月我市及各区地表水环
境质量状况。1至12月，36个国考断面中，有
效监测断面3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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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8.4%、9.4%和3.4%。12月水环境排名前三位
的区为河西区、武清区和宝坻区，排名后三
位的区为津南区、南开区和西青区。

2022年12月环境空气质量公布

2022年12月地表水环境质量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