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供暖是民生大事，为确保供暖企

业消防安全，日前，天津泰达热电能源管

理有限公司与经开区消防特勤中队共同

举办了全国消防日共建活动。

活动现场，天津经开区消防支队对消

防设施的使用与维护、消防应急救援工作

进行了讲解。泰达热电能源公司职工亲

身登上101米高的高空消防救援车，体验

高空应急逃生。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记者昨日从天津泰达绿化集团有限公司

了解到，2019年“菊韵·泰达”主题菊展已正式

开展，预计本月 18 日结束，共计展出 5000 余

盆、60余个品种。今年除了植物园主展区外，

还新增了中新友好图书馆小型展区。据了解，

此次展出的菊花，有嫁接和扦插两种种植方

式，均为该公司自行培养。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贾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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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A股迎来开门红，独家跟踪深证

红 利 指 数 的 工 银 瑞 信 深 证 红 利 ETF

（159905）11月1日大涨约3%，净值再创历

史新高，且深证红利指数表现大幅跑赢市

场主要宽基指数。工银深证红利ETF的出

众表现，与其跟踪标的优越性密不可分。

深证红利指数兼具成长和红利的双重优

势，集中了深交所家电、白酒、农林牧渔等

龙头上市公司。Wind数据显示，工银深证

红利ETF短中长回报率持续霸榜，截至10

月31日，该基金单位净值为1.94元，今年以

来净值涨幅高达51.48%。银河证券数据显

示，截至10月25日，在近1年、2年、3年、5

年等不同时间维度，工银深证红利ETF期

间涨幅均位列主题指数股票 ETF 基金前

列，其近5年回报达154.04%。

11月A股迎来开门红
工银深证红利ETF净值再创历史新高

11月6日，“中国金融品牌年会-暨中

国金融年度品牌案例大赛颁奖典礼”在京

召开。搜狐旗下网贷中介平台搜易贷凭借

五周年品牌传播案例“超能掌控，加倍安

心”荣获品牌传播年度案例奖 。

2019 年 9 月，搜狐旗下搜易贷借平台

成立五周年之际，对外推出了以“超能掌

控、加倍安心”为主题的多媒体立体化的品

牌传播活动。人类的“安全感”多来自于对

局势的掌控，搜易贷将用户看重的平台背

景、智能风控、优选项目、操作简捷、信批合

规这五项产品力加以解构，从受众视角展

现搜易贷凭借自身实力赋予用户的“超能

掌控力”，以此传递安心感，在品牌与用户

之间建立、维护信任关系。

搜易贷荣获2019中国金融年度
品牌案例大赛“品牌传播年度案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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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问题1 管道故障致暖气不热

“暖气管道就没热过。”7 日上午，家

住新华里 11 栋 1 门 102 户的丰先生求助

称，1日开始供热后，家中暖气一直未热，

进水管和回水管都是冰凉的。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到了滨海供热集

团车站北路供热站。工作人员解释称，该

小区供热总管道出现了故障，导致供热受

影响。目前维修人员正在积极抢修。

此外，塘沽地区海瀛园小区不少住户

在微信后台留言称小区暖气不热，记者经

了解后得知，在供热初期，新村供热片区内有

一根主要的自来水管道发生爆裂，影响了供

热公司的正常供暖，造成多个小区供热受到影

响。工作人员表示，自来水管道目前已维修完

成，受影响小区的暖气会相继热起来。

问题2 供热初期需要磨合

陈女士是兴海园小区一期 2 号楼的

住户，她告诉记者，1日供热后，家中温度

一直不高，“最高只有 17℃。白天有太

阳，本身室内温度就可以达到17℃了，暖

气的作用根本就没体现。”陈女士说，提前

供暖本是开心事，但是暖气温度迟迟上不

去却让业主十分闹心。

对此，记者从供热部门了解到，供热

公司都是根据天气温度调节供热温度，而

且供热前期以低温运行为主，再加上供热

前期设备管道都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因

此暖气热得比较慢、温度低都属于正常现

象，会逐渐上升的。7 日，记者联系陈女

士了解到，目前她家暖气温度正在逐步上

升，已经达到19℃。 记者 田敏

供热一周 你家暖气热了吗？
提醒：供热初期需磨合 如有故障及时报修65622900 25870303

供暖季聚焦守望初心
一同温暖

滨海融媒记者在供热一线滨海融媒记者在供热一线

热
线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正式供热已经一周，天气渐凉，新
区市民家中的暖气都热起来了吗？近
日，记者接到一些市民反映暖气问题
的热线来电，时报微信后台也有不少
市民反映家中暖气问题。记者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汇总，并将情况第一时间
反映给了供热部门。

时报讯（记者 张智）7日，冷空气

携风而至，一扫近期持续的雾霾天

气，也带来了明显降温。据滨海新区

气象台预报，8日，新区气温将快速回

升，但紧接着新一股冷空气抵达新

区，这次不止打压气温，还会“催生”

降水。预计9日前后，新区天气转阴，

可能出现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雨量为

小雨量级。好在冷空气实力不强，降

温效果并不明显，预计周末两天的最

高气温将降至15℃左右。

8日还将迎来“立冬”节气。气象

资料显示，在该节气内，天津的平均

气温为8.2℃，平均最低气温为4.2℃，

历史极端最低气温可达-7.6℃，历年

降水量平均为5.5毫米。

季节交替，气温起起伏伏，提醒

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根据天气

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冷空气携雨将至
今日迎“立冬”

筑牢城市“防火墙”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何沛霖 摄影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新区

昨日正式启动以“防范火灾风险、
建设美好家园”为主题的消防宣传
月活动。昨日，记者从滨海新区消
防救援支队获悉，消防宣传月期
间，新区将分阶段开展消防文化辐
射周、安全意识传播周、全民消防
体验周、平安消防走访周四大主题
宣传周活动，向市民普及消防知
识，提升城市防灾能力。

碧水环绕，芦苇飘摇……昨日，记者在

绿岛公园看到，时值深秋，这里一派色彩斑

斓的景象。据了解，绿岛公园位于滨海新

区塘沽区域，东临河北路、南邻福州道，为

开放式园林，总占地面积约11.17万平方米，

其中水域面积约2.8万平方米、绿地面积约

4.9 万平方米。园内种植了国槐、刺槐、银

杏、千头椿、泡桐等30多种乔木，以及白玉

兰、西府海棠、榆叶梅、紫薇等40多种灌木。

园内还设有“健身步道”，贯穿荷式风车、音

乐喷泉、亲水栈道、竹林园、六角风亭、儿童

沙滩乐园等景点。经过持续多年的建设，这

里已成为周边居民休闲的好场所。

文/记者 陈西艳 图/记者 陈宝麟

新区正式启动消防宣传月活动

四大主题宣传周

绿岛公园
秋色连波

在昨日的活动现场，钢筋速断器、破

拆工具组、绳索抛投器等一件件“高精尖”

的消防装备器材整齐排列。消防队员向

市民详细演示使用方法。“这个是破拆工

具，可以快速破拆、清除防盗窗栏杆等障

碍物，方便我们在火灾中抢救……”随着

消防战士的讲解，市民们“零距离”接触消

防器材的同时，对它们的性能和使用原理

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现场，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是智能消

防体验区的两个机器人。“这是猎户座智

能机器人，我们通过植入消防公益广告和

智能问答等内容，让它具备了普及消防知

识的功能。目前，这种机器人已在多个大

型综合购物中心内投放。”工作人员介绍

说，除了猎户座机器人，今年，新区消防部

门还引进了可以代替消防员冲入火场的

消防机器人。此外，还有一种远程遥控水

炮，不仅可移动、可远距离遥控，而且特别

适用于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高危场所。

“这几年，新区消防部门还引入了20

多辆消防车辆，其中也有不少亮眼的‘科

技明星’。”工作人员说，这些都是扑灭高

层建筑火灾和救援的“利剑”。

消防文化辐射周 让消防文化浸润人心

“消防部门将面向社会开展消防文

创征集展示活动，广泛动员文化单位和

社会力量参与消防文化创作，征集一批

突出科普功能和文化价值的歌曲、小

品、相声、诗歌以及新媒体作品、实物等

消防文创作品。”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

队负责人介绍说，在各开发区和街镇，

消防部门将推进消防安全宣传融入城

镇公园、市民文化广场等公益性设施建

设，启动或打造消防文化公园、消防科

普体验园、消防公益长廊等消防宣传新

阵地，并在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公众号中

融入消防元素，让消防文化浸润新区市

民心田。

计 划

安全意识传播周 消防安全进万家

结合新区民间艺术特色，新区消防

部门将与各街镇联合，开展消防安全进

万家活动，以版画、评剧、剪纸、书画等

民间艺术形式为载体，组织文艺小分队

走进养老院、社区、企事业单位巡演，向

群众宣传消防安全理念，组织清整身边

火灾隐患。消防队员还将走进校园，为

学生们上一堂消防安全课，并开展面向

全社会的全覆盖式大培训。

人流密集场所也是消防安全的重

点。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说：

“比如在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方特欢乐

世界、极地海洋世界这些文化旅游景

点，我们会在售票处、检票口、表演看台

设置宣传点位和互动节目，提醒游客在

旅游观光的同时，不忘消防安全。”

全民消防体验周 掌握逃生技能

从11月16日至22日，新区消防部

门将重点开展参与性、趣味性强的灭火

和逃生自救技能体验教育活动。

“我们的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将全面

开放，并开通体验预约通道，欢迎单位

员工、社区居民、学校师生等就近参观

学习、互动体验。”新区消防救援支队负

责人告诉记者，消防部门还将在宾馆、

饭店、医院、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

开展实战消防演练，并组织社区居民和

在校学生等群体开展掌握正确逃生疏

散方法实用技能演练。

现 场

消防“利剑”一一亮相

平安消防走访周 排查整改消防隐患

从 11 月 23 日至 30 日，新区消防

队员将深入社区、农村以及大型商业

综合体、石油化工企业、养老福利机

构、建筑工地等单位、场所，进行平安

消防大走访，排查消防隐患，督促彻

底整改。

提 醒

楼内堆物很危险！
记者昨日从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获

悉，居民住宅仍是火灾发生的主要场所，而

堆放在犄角旮旯的杂物已成为冬季常发火

情的“导火索”，有多起警情均是从堆放的杂

物中燃烧，然后才“殃及池鱼”。消防部门提

醒市民，一定要对家中阳台、楼道等地方进

行一次大清理，防患于未然。

此外，新区消防救援支队负责人表

示，希望社会各界对发现的占用、堵塞、锁

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其他妨碍安全疏

散的火灾隐患，及时拨打“96119”火灾隐

患举报电话进行举报投诉，新区消防等部

门将对占用消防通道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链 接

消防演练为“暖冬”护航

（上接第一版）新区还积极开展技能竞赛，

2019 年已组织国家级、市级和区级各层面职

业技能大赛4场，共涉及大港油田、高新区等9

个承办单位，井下作业工、汽车维修工等20个

工种。通过技能比赛平台对竞赛获奖者进行

奖励资助，充分展现新区技能工人风采。

完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

完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进一步拓宽技能

人才成长通道是新区给予技能人才的又一个

“福利”。今年以来，新区结合市人社局工作安

排，依托驻区央企完善的评价体系，积极推动

企业、行业协会技能人才自主评价。推进企业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认定，目前新区在全市完成

技能等级证书备案的企业有五家：中海油集团

公司、大港油田公司、中交建一航局、中石油渤

海钻探、天津港集团。完成备案后，企业可以

通过自身完善的评价体系，为从业人员发放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

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作用

高技能人才队伍是各行各业产业大军的

优秀代表，是技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在加

快新区产业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

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新区重视高技能人才的使用，

充分发挥技师、高级技师在技能岗位的关键作

用，鼓励企业建立企业首席技师制度；对获得

“天津市优秀首席技师”称号的，每人每月给予

1000元奖励资助，连续资助三年。分职业（工

种）建立技师协会，企业在组织重大技术革新

和技术攻关项目时，可以依托技师协会，充分

发挥高技能人才的作用。

下一步，新区人社局将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作用，与工会系统一起，共同推进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在高技能人才培训、构筑人才高地上

下功夫，以实现滨海新区城市定位为目标，以

产业为依托，以企业为主体，以引进培育高层

次人才为重点，打破制约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

瓶颈，打通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智力的渠道，

综合运用政策，在创新资金、研发设备、落户生

活等方面强化对人才的支持和吸引力度。

今年将选出30名区级技能大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