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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有序复工战疫

时报讯（记者 陈西艳）记者2月26日从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获悉，为实现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该局组

织滨海新区土地发展中心，开展了新区自春节

之后疫情防控期间的第一宗居住用地的挂牌交

易活动，挂牌地块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产

业园北侧，最终以总价43100万元的价格成交。

据了解，此次土地挂牌交易活动的挂牌地

块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动漫产业园北侧，挂牌

宗地编号为津滨生（挂）2019-10号，用地面积

4.21万平方米，规划容积率不大于1.1，规划建

筑面积不大于 4.6 万平方米，挂牌起始价

38000万元。共有4家竞买企业参与报名，分

别为贻成、中南、鼎新置业、生态城建设公司，

最终经过现场50多轮竞价，由鼎新置业以总

价 43100 万元的价格竞得，溢价 13%，成交楼

面地价9315元/平方米。

疫情防控期间新区第一宗

居住用地挂牌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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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岗不褪色 勇当志愿者
——记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第二中学援疆党员刘树胜

■ 时报记者 路熙娜 报道

滨海新区师德师风建设专栏

冲锋在前 把好疫情防控“门户”

看到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不畏病

毒、不怕牺牲，奔赴防疫战场的场景，刘树

胜认为自己是一名党员，更应该冲在疫情

防控第一线，为疫情防控做点实在事。于

是他主动给学校负责人打电话，要求承担

学校每天的消毒工作。在知道在职党员

可以参加社区志愿服务的消息后，他还立

即向自己所在的福港园社区居委会报

到，请缨参加社区志愿服务，并告诉工作

人员，自己可以全天上岗、每天上岗。

“只有做好社区防护工作，才能助力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刘树胜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做的。他每天早早来到小区大门

口，有时给进出居民发放防疫宣传材料，有

时给进入社区的居民测量体温。刚开始，有

的居民不理解不配合，但是他不急不躁、不

气不怨，从居民自身利益出发，不耐其烦地

给居民讲解新冠肺炎的危害。刘树胜每天

在门口监测时都非常认真仔细，他的一双

眼睛不放过进出小区的任何一个人、一辆

车，他说：“只要我查的时候，蚊子也不能

过去！”

风雨无阻 坚守党员初心不动摇

面对寒风、低温、雨雪，刘树胜毫不退

缩，身披雨衣，手拿体温计，给居民测量体

温。为了保证测量温度的准确性，他不时

要把体温计放在自己的衣服里捂一捂。

就在前几天的雨雪天气里，他即使自己冻

得瑟瑟发抖，却仍坚持每天上岗8个多小

时。“你天天忙疫情防控，我不阻拦你，但

现在你冻得都手脚冰凉，打哆嗦了，就借

机在家歇一歇，等手脚热乎了再去。”刘树

胜的爱人心疼他，劝他在家休息。他却对

爱人说：“我只做了一个党员该做的事

情。医生护士每天在病房里那么辛苦，都

没有停下来，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

安稳地待在家里呢？”

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刘树胜用自己

的七尺身躯守在社区大门，保护着社区居

民的生命健康。而这名忙着疫情防控的

志愿者，其实刚刚结束援疆支教工作，目

前还处于返津后的休整期。

支教新疆 帮带老师做好教学

2018年8月，刘树胜响应天津对口支

援新疆号召，赴新疆于田县第一初级中学

进行支教。刚来时，面对恶劣的环境、陌生

的面孔，他心中有些许动摇，可看到孩子一

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他坚定了自己的信

念：用心上好每节课，用心关爱每位同学。

对于教学，刘树胜从来不马虎，对每节

课都精雕细琢。课前，他提前进入教室，与

学生交流，了解学生的预习情况；课间，对

于学习困难的学生，他都会及时主动地给

予辅导，帮学生树立学习和生活的信心。

每学期他还会自己花钱给学生购买学习用

品，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他把真心给了学

生，一个月后，他就和学生熟悉了；两个月

后，师生间的关系就已经很融洽了，他也

成了学生最喜爱的一位援疆教师。

支教期间，他所带班级的数学成绩每

次都在年级遥遥领先。他不仅教学成绩

优异，还积极发挥骨干示范引领作用，帮

带学校的老师共同进步。通过校级展示

课、地区网络直播课、专题讲座、师徒结对

子等形式，与当地老师分享自己的教学技

术，有力地推动了当地老师在教学能力方

面的快速提高。同时，他还被评为“2019

年度天津援疆优秀干部人才”。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中，滨海新区教

体系统和家庭、学校合力携手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学校老师与孩子相聚于“线上课

堂”，确保“停课不停学”。而学生从自身做起，

争做家庭抗“疫”小战士，小手拉大手，共谱一

曲抗“疫”战歌。

“妈妈，这是我的1600元压岁钱，您帮我捐

给疫情严重的地区吧。”这个富有爱心的小男孩

就是大庆道小学三年级学生杨艺卓。居家学习

期间，杨艺卓每天通过学校公众号、家校群、电

视新闻了解疫情防控的最新消息，关心奋战在

一线的英雄们。同时，家人也为孩子做出了最

真实的榜样，他的妈妈和姥爷都是医护人员，疫

情防控期间坚守在抗击疫情一线。家人的带动

作用使孩子更加懂事善良，满腹家国情怀。

疫情防控期间，孟圈小学开展了“从我做

起，争当家庭抗疫小战士”活动，充分发挥“小

手拉大手”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带动家庭科学

抗疫。做好居家学习知识、锻炼身体的同时，

学生化身家庭抗疫宣传员，给家长讲解防疫知

识，包括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如何正确规范洗

手等，帮助家人共同进行科学防疫。

窦庄子中学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停课不停

学”网络教学，在做好课堂教学的同时，加强学

生社会责任感的教育培养，在每周的网络班会

课中宣扬在疫情防控战中涌现出来的逆行者

事迹。利用手抄报、小视频等形式鼓励学生在

家中和家长学习防疫知识，提高防范意识，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疫情防控期间，工农村小学的班主任积

极行动起来，当起了“关爱导师”，通过微信、

QQ、电话、网络学习平台等方式及时了解一

线人员子女的身心状态，并给他们提供学习、

生活等各方面的帮助。 记者 路熙娜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各位老师，

现在有时间研究个事吗？”时针刚划过

日前某个中午的12点，微信群里便发布

了这样一条信息。12 点 20 分 ，为了提

高“停课不停学”居家学习效率、赶制

12 个自主导学微课，临时会议紧急召

开，商讨会议研究方案。这就是由滨海

新区 4 个区域 9 位小学数学教研员组成

的小学数学教研“临建团”的一个工作

缩影。

虽然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单位，但

他们凝聚在一起，共同构筑起一条空

中走廊，随时吹响战“疫”集结号。“停

课不停学”工作开展以来，像这样的临

时会议经常召开，每个人都会放下手

里的事准时参加，集思广益，为“停课

不停学”工作的有效开展贡献着力量。

为了将智慧凝聚在一起，构筑资源

保障体系，自 1 月 29 日进入工作状态以

来，这个“临建团”先后为新区小学数学

教学提供了116件资源，为天津市教研室

提供五年级数学72件资源，为有效开展

居家学习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

“停课不停学”的关键在教师，做好

教师工作，提高教师执行力是关键。为

此，这个“临建团”先后组织召开 50 多

场网络教研，解读学习提示、布置教学

工作，答疑无数次，提供建议无数条。

同时，“临建团”还与老师时刻在一起，

24 小时全天候保持手机通畅，只要老师

提出教学问题，他们都会第一时间给予

解答。

新区小学数学教研“临建团”助力网上教学

“您好！请您了解一下新冠肺炎的
知 识 ！”“ 您 好 ，我 给 您 测 一 下 体
温！”…… 疫情防控期间，在大港街福
润园小区门口，有一位身穿红马甲、胳
膊上系着红袖标的志愿者，正在对进出
小区的车辆驾驶员和居民说着这几句
话——他就是大港太平村第二中学援
疆党员刘树胜，这就是他每天在福港园
社区志愿服务的情景。

作为教师的刘树胜，担负着教书育

人的重任，支教新疆，不仅授学生以
“鱼”，还授老师以“渔”。作为党员，他
肩负着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使命，为了
社区居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他甘
愿在雨雪中，奋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
上。虽然工作岗位在变化，但作为教师
党员的刘树胜，他的初心没有变，面对
困难、面对危险，他依然清楚地记得“我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随时准备为
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

争当抗“疫”小战士

杨艺卓在网上学习 照片由大庆道小学提供

“不见面”对接业务 超级务实

“今天这个会议有点不一样，超级务

实，效率非常高！”博雅创智（天津）科技有

限公司CEO刘鑫感慨地说。昨日，一场

新区科技金融政策宣讲活动在腾讯会议

里如火如荼地上演，400余家新区科技型

企业负责人和银行金融机构、科技金融服

务平台等进行了充分对接。

而刚刚参加完这场视频宣讲的亚琛

联合科技（天津）有限公司CEO李俐群也

对“云讲解”赞不绝口。“这种方式特别高

效，政府、银行相关政策讲解得特别清楚，

也有互动环节。我们就直接咨询了几个

贷款问题，接下来还会与2-3家银行进行

对接。”

“进出口许可证申领如何简化”、“不

可抗力证明怎样出具”……在天津自贸试

验区，一场针对外向型企业如何应对疫情

影响的“在线课堂”也令企业受益匪浅，市

商务局、天津海关、国家外汇管理局滨海

新区中心支局等单位，通过线上直播方

式，对企业进行了“手把手”的详细指导。

“面对疫情之下的复工复产，外向型

企业也面临着用工紧张、资金不足、订单

不能按时交付、合同无法如期履行等一连

串问题，我们前期大量搜集了这类企业的

实际需求，邀请相关部门、专业人士为他

们指导，精准施策，为企业渡过难关做好

服务。”天津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工作人员

表示。

空中“云招聘”革新引才模式

在天津经开区新近开通的泛空间招

聘平台上，现在区域企业能直接发布职位

需求，应聘者向心仪的企业在线投递简历

后，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隔空面试、语

音沟通、在线聊天等全仿真的招聘场景。

这一平台也为企业和求职者之间搭建起

了顺畅、便捷、高效的沟通交流途径。

“疫情防控期间，我们联合专业人力

资源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

化手段，对传统企业引才模式进行革新，

开通了泛空间招聘平台，构建融合‘线上

发布职位’‘远程投递简历’‘在线审核’

‘隔空面试’的闭环式互联网招聘体系，实

现疫情防控期间不聚集、职位发布不停息、

人才对接不间断的人力资源支持保障目标，

助力企业控疫情、揽人才、稳生产、谋发展。

应聘者可以与心仪企业共同体验‘全天候、

无接触’的愉快面试过程。”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区“云企”战“疫”中大显身手

疫情防控期间，“远程办公”、“线上开

学”、“线上问诊”等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新区“互联网+云服务”企业持续为这场

战“疫”保驾护航。

据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疫情防控期间，新区充分统筹

智慧手段，主动对接中国移动、华为、联

想、紫光等区内科技企业，急企业所需，想

企业所想，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为复工复产

企业保驾护航。

据了解，目前华为公司免费为新区各

开发区、21个街镇及1700余个企事业单

位提供协同办公软件WeLink，用户利用

云办公服务套间，实现多地多线程远程办

公，畅通日常办公交流、视频会议、健康打

卡等各项功能；天津港保税区的企业天津

联想云科技有限公司，为天津地区企事业

单位免费提供在线协同办公产品，让企业

实现“云办公”；保税区企业安想智慧医疗

也免费推出了“云会诊平台”，已成功应用

于多省市医疗机构，并与人民网达成战略

合作，借助人民网“人民好医生”客户端集

结全国精锐医疗资源，为疫情防控搭建空

中救援线；而滨海移动公司、联想智慧教

育为滨海新区多家学校提供了“云视讯”

应用和免费远程教育平台服务，以“不见

面”的方式为学校办公和教学提供了安

全、便捷服务。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天津海

关在出台系列措施支持助力企业复工复

产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举措，降低疫情对

经济的影响，促进外贸稳定增长，主要涵

盖保障快速通关、缓解企业经营困难、支

持企业出口和优化审批模式4方面。

在保障快速通关方面，天津海关优

化进口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归类方式，进

一步降低送实验室检测比例；开辟农产

品、食品等民生物资“绿色通道”，实施预

约通关查验，继续推进进境粮食边检边

卸边放措施，实现“以车代库”，不断压缩

滞港时间；实施进口集装箱货物“船边直

提”，推行查验时收发货人免于到场制

度，确保快速验放。

在缓解企业经营困难方面，天津海

关通过区块链平台拓宽各类关税担保金

融产品的应用范围，降低保险费率；免除

以“两步申报”方式通关的生产型高级认

证企业担保，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凭借

信誉担保通关放行；对因疫情影响正常

复工的企业，实行延长滞报金起征日，延

期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手续，取消加工贸

易部分业务风险担保；简化核销手续，以

非接触式远程作业模式代替下厂稽查，

切实减轻企业压力。

在支持企业出口方面，天津海关大

力推广出口集装箱货物“抵港直装”，鼓

励企业应用“码头集港”作业模式；深入

落实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便利举措，指

导出口动物及产品注册登记企业免于现

场考核；对出口食品企业，在风险评估的

基础上采信企业提供的第三方检测报

告，实施监管前移、随产随验。

在优化审批模式方面，天津海关发挥

“互联网+海关”作用，推行“不见面审批”

“承诺审批”，开辟防疫物资进出口企事业

单位注册备案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红十字

会、慈善总会、基金会等群众团体、社会组

织因进口疫情防控物资的临时注册登记；

简化进口特殊医疗物品检疫审批，可凭医

药主管部门的证明先予放行或先登记提

离再补办证明手续，容缺后补；对需要推

荐国外注册登记的出口食品企业，采信企

业自我声明和自我评估，免于实施现场考

核，直接上报总署对外推荐。

天津海关进一步细化举措促进外贸稳定增长

新区外贸企业将获“硬核”扶持

精准施策，业务指导很务实；空中引才，“云招聘”效果好；远程办公，企业复工效率高

科技战“疫”新区“腾云”而上
■ 时报记者 赵贤钰 张文弟 王梓 战旗 报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新区充分统筹智慧手段，利用“互联网+云服
务”平台，释放创新力量，打响科技战“疫”，利用先进信息技术为企业复工复
产、市民生活保驾护航。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昨日记者从天津港

集团获悉，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

为支持、带动港口上下游产业链复工复产，缓

解广大客户面临的成本压力，更好服务于广大

客户和经济社会发展，天津港集团再次推出服

务广大客户的优惠举措：自2月26日0时至3

月6日24时期间，免除内、外贸集装箱（空箱、

重箱）在所属集装箱作业码头产生的堆存费。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天津港集团已先后推

出多项服务客户的优惠举措。

天津港出台举措促港口产业链复工

免除集装箱堆存费

时报讯（记者 战旗）2月26日，由保税区

天保人力运营的天津自贸试验区人才网、微信

公众号、APP客户端联合组织开展“2020年天

津自贸区新春大型网络招聘会”。用工企业和

求职者登录网站后，系统根据岗位需求和求职

意愿进行人岗智能匹配，分别向用工企业、求职

者推送人才、岗位信息，促进精准对接，已有41

家企业参加了“线上招聘会”。此举全力帮助持

续生产企业和复工复产企业解决缺工难题，助

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赢”。

保税区天保人力启动“网络招聘会”

帮助企业解决缺工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