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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滨海新区民政局了解到袁今
年袁 新区将全面启动重点养老机构运营
机制改革工作遥目前袁即将投用的滨海新
区第一尧第二老年养护院已委托管理公
司筹备运营遥此外袁作为国办养老机构的
汉沽社会福利院已纳入改制试点袁 将由
国办改制为民营遥 今后袁野政府搭台袁社会
唱戏冶 的养老机构运营模式将成为一大
趋势遥

民生项目将进行“机制转换”
目前袁 滨海新区老年人口已经占到

人口总数的20%袁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袁
近年来新区对养老事业的建设投入也逐
年加大袁 同时民政部门也在探索运营机
制的转变遥 2016年袁由政府投资建设尧市
场化运行的天同贻芳托老所开业袁 这是
新区第一家公建民营模式的养老服务机
构遥 此外袁 政府出资建设的滨海新区第

一尧第二老年养护院也即将开放袁目前这
两家养老机构已委托滨海新区养老产业
运营管理公司筹备运营袁 预计年内将接
受老人入住遥 今年还将新建滨海新区第
三老年养护院尧 汉沽福利院康复中心暨
河西托老所尧杭州道街托老所尧中塘镇托
老所等养老服务机构遥
记者了解到袁 未来新区政府投资新

建的养老机构将以公建民营模式为主遥
公建民营意味着野政府搭台袁社会唱戏冶遥
由政府主导袁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尧

共同建设的运转机制袁 将是新区养老服
务产业发展的趋势遥

吸引民间力量拓展居家养老
汉沽社会福利院将成为新区首个由

国办改为民营的养老机构袁目前新区民政
部门正在进行前期准备袁 包括资产清算尧
人员编制尧运转费用等众多细节袁待具体
方案确定后将进入实施阶段遥 记者了解
到袁汉沽社会福利院在改制的同时袁社会
福利职能不会变袁仍然会接收三无尧五保

等困难老人入住遥
除了国办改制外袁 在居家养老方面袁

新区也在尝试改革遥今年将进一步拓展居
家养老尧社区养老及社区日间照料的养老
模式遥 其中在社区日间照料方面袁将引入
专业机构袁 对这些机构给予相应补助袁并
鼓励民间机构建设日间照料机构袁对符合
条件的机构给予补贴遥尝试政府购买服务
的方式袁扩大服务内容和受众范围袁使更
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新区相关服务内
容和项目遥

■ 由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建设的
运转机制，将是新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趋势
■ 即将投用的滨海新区第一、第二老年养护院已委托管
理公司筹备运营
■ 作为国办养老机构的汉沽社会福利院已纳入改制试

点，将由国办改制为民营
■ 今年新建项目有滨海新区第三老年养护院、汉沽福利院
康复中心暨河西托老所、杭州道街托老所、中塘镇托老所
■ 进一步拓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及社区日间照料的养
老模式，鼓励民间机构建设日间照料机构

将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共同建设的运转机制
姻 时报记者 张姝 报道

时报讯渊记者 李铁军冤记者昨日从滨
海新区文明办野开展耶文明迎全运袁展新
区风采爷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提升工程冶专
题会上了解到袁 新区将以今年全运会为
契机袁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袁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袁 以开
展富有特色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为载体袁以提升行业文明服务尧市民文明
素质为重点袁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程度袁增
强城市软实力袁 展示新区国际化都市的
文明形象遥

七方面内容全面提升文明程度

据了解袁此次野文明迎全运袁展新区

风采冶 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提升工程包括
七方面内容遥

营造文明和谐舆论氛围遥 发挥叶滨
海时报曳尧 滨海广播电视台以及滨海新
区政务网尧野滨海发布冶微博等区属媒体
的作用袁通过促进政务公开袁发挥各类
民生栏目市民参与渠道的作用袁宣传良
好的政务环境尧法治环境尧市场环境尧生
活环境和社会环境袁营造文明和谐的社
会氛围遥
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遥 开展文明

区县尧文明单位尧文明社区尧文明村镇尧文
明家庭和文明校园创建活动曰 持续开展
文明交通尧文明旅游尧文明祭扫和文明餐

桌等专项行动曰 继续开展文明楼门创建
活动遥 整治燃放鞭炮尧烧撒纸钱尧噪音超
标等问题遥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遥 发挥各类
区属媒体主阵地作用袁利用宣传橱窗尧电
子显示屏尧建筑围挡尧路灯道旗尧交通候
车亭等袁 在重点区域和人流密集场所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讲文明树新风尧
迎全运等公益宣传袁宣传新区建设成就袁
弘扬滨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遥

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遥 开展野迎全
运最美市民冶评选活动袁加强对文明守则
和文明公约的宣传袁 大力开展文明教育
和公益宣传系列活动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 营造文明和谐舆论氛围

■ 深入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 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 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活动

■ 开展服务提升实践活动

■ 大力推进志愿服务活动

■ 加强服务行业监管

七方面内容

天津港去年滚装汽车
吞吐量突破85万标辆

同比增长近三成

时报讯渊记者 赵贤钰冤记者昨日从天津港集团获
悉袁去年全年袁天津港滚装汽车吞吐量突破85万标辆袁
同比增长近三成遥

据了解袁去年以来袁在全球汽车市场需求减弱尧增
速放缓的大环境下袁 天津港集团以解决客户实际问题
为导向多措并举袁实现滚装汽车业务强劲增长遥在基础
硬件提升方面袁 全面恢复了港湾汽车物流主堆场库等
物流设施功能袁 加快推进了环球滚装码头立体车库的
建设和使用袁进一步提升了港口滚装汽车接卸能力曰在
货源组织和市场开发方面袁 成功开发了北汽系列品牌
南北内贸对流海运业务和安吉物流环渤海航线袁 完成
了新品牌广汽传祺尧长安DS尧奇瑞的试运工作袁并及时
跟进一汽大众华北生产基地项目和沃尔沃尧 林肯等新
品牌的开发工作曰在服务软实力提升方面袁先后走访了
20余家汽车客户袁 初步形成滚装汽车作业标准, 完成
野天津港集团汽车物流信息化方案冶袁 推进了滚装汽车
信息化管理信息系统开发工作袁努力将野一对一冶的最
优服务和各项优惠措施落到实处遥

环保部印发叶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曳

火电及造纸行业
下半年持证排污
据新华社电 环保部日前印发叶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

规定曳袁从今年7月1日起袁全国火电尧造纸行业企业以及北
京尧保定尧廊坊的钢铁尧水泥高架源企业必须持证排污遥

据了解袁排污许可证主要针对固定污染源袁重点对
污染治理设施袁污染物排放浓度尧排放量以及管理要求进行
许可遥环保部制定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袁名
录范围内的企业将纳入排污许可管理遥 排污许可证有
效期首次核发为3年袁延续核发为5年袁主要内容包括基
本信息尧许可事项和管理要求三方面遥其中袁许可事项主
要包括排污口位置和数量尧排放方式尧排放去向袁排放污
染物种类尧许可排放浓度尧许可排放量袁重污染天气或
枯水期等特殊时期许可排放浓度和许可排放量遥

环保部将按行业分步推动排污许可证核发遥 2016
年袁先开展火电尧造纸行业企业许可证核发工作曰2017
年袁完成水十条尧大气十条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
业许可证核发袁重点包括石化尧化工尧钢铁尧有色尧水泥尧
印染尧制革尧焦化尧农副食品加工尧农药尧电镀等曰到2020
年袁全国基本完成名录规定行业企业的许可证核发遥

据新华社电 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最新会商结
果袁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袁预计1月6日至8日袁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重污染过程仍将持续袁 部分地区将出现重度
及以上污染遥 8日夜间袁受冷空气影响袁区域污染形势有
望自北向南逐步缓解遥

环境保护部6日通报袁受东北风及范围性降水过程
影响袁京津冀南部尧山东大部及河南北部污染形势6日
有所好转袁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遥7日袁扩散条
件一般袁区域中部部分城市仍维持重度污染遥 8日夜间袁
受冷空气影响袁区域污染形势有望自北向南逐步缓解遥

京津冀重污染天气
明日夜间有望缓解

303米的高空中袁 几名工人正在把
吊装在高空的异形玻璃幕墙固定在楼
体上袁 为117大厦这座北方第一高楼穿
上玻璃外衣遥 记者日前在117大厦项目
现场看到袁目前该项目正在实施玻璃幕
墙安装袁这是北方地区首次在超高层建
筑安装柔性幕墙袁难度可想而知遥
下午3点袁胡结南和工友将重达600

多公斤的玻璃幕墙缓缓吊装在固定的
位置遥 他不断地精准测量放线袁安装固
定玻璃幕墙的铝码袁然后根据经验和仪
器的测量袁 在10多名工友的协调配合
下袁通过螺丝固定玻璃幕墙遥 安全质检

员王忠告诉记者院野一块异形玻璃幕墙
超过9平方米袁 长度在10.07米左右袁重
600公斤遥一块幕墙跨两层楼袁所以吊装
时袁楼上有人安装袁楼下也需要人遥安装
前要作精确的测量袁两块幕墙对接的缝
隙线不得超过1毫米袁 如果误差过大就
要重新安装遥 冶

野给这么高的楼装幕墙害怕吗钥冶记
者问道遥胡结南笑着说院野说不怕那是假
的袁之前在其他地方安装玻璃幕墙也就
五六十米高遥597米袁这是我安装过的最
高的玻璃幕墙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为 大厦“穿衣”

高空

记者 贾磊 摄影报道

一批文化领军企业落户 文创与金融互利共赢

中心商务区形成文化全产业链
◎推动华谊兄弟在中心商务区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北大青

鸟音乐集团将旗下四大板块全部落户
◎围绕影视文化艺术产业金融改革创新，逐步打造一个基

地、六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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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援争夺战中后来居上

泰达队将迎来史上最大牌外援
在外援选择问题上，泰达把球迷的神经给刺了一下，米克

尔、古代尔耶双双加盟，前者将是泰达队史上最大牌的外援。作
为尼日利亚国脚，米克尔在中超对泰达队的贡献是值得期待的。

迎接全运会 展示新形象 增强软实力

新区启动城市文明建设综合提升工程

我国拟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

据新华社电 根据国务院法制办远日公布的 叶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渊送审稿冤曳袁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
凌袁构成犯罪的袁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送审稿指出袁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
字尧图片尧音视频等形式威胁尧侮辱尧攻击尧伤害未成年
人遥 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尧学校及其他组织和个人袁发现
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侵害的袁 应当及时采取措施予
以救助袁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或其他有关部门举报遥接到
举报的单位应及时受理遥

根据送审稿袁违反本条例规定袁通过虐待尧胁迫等
非法手段从事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活动袁
或者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欺凌袁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袁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遥 渊下转第二版冤

网络欺凌未成年人
或被追究刑事责任

滨海新区 雨夹雪转小雪
3益~-1益
风力院微风

新区养老服务机构改革今年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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