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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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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检查 筑牢疫情防控网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杭州道街组

织杭州道市场监管所、向阳派出所和街道服

务办、安全办、管理办等部门对辖区建筑工地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联合检查。

检查组先后来到地铁B1线河北路段、跨京

山铁路桥等建筑工地现场进行检查，通过实地

查看、交流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了工地员工

返岗、人员出入管理、疫情防控措施落实等情

况，同时也对工地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检查。

检查组要求，项目工地务必坚持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两手抓，确保各项防疫措施落

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每个环节；要配备防

护用品，实施体温检测，落实环境消毒制度，

保持施工现场、生活区域的清洁卫生；要加强

项目现场管理，做好施工人员的检测排查；要

强化疫情防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一线施工

人员的防控意识。

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零容忍、严执法”

杭州道街启动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 时报记者 韩春霞 报道

前段时间，杭州道街辖区一家企业因

未开展安全培训教育、未建立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制度，被街道处以罚款10000元的

行政处罚。这也是该街道今年以来处罚

的首例案例。据杭州道街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确保辖区消防安全，街道将依法依

规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对发现的

安全隐患责令限期整改，对违反法律法规

的行为做到“零容忍、严执法”。

风险隐患“露头”
启动专项整治

记者了解到，当前正值春夏交替阶

段，天干物燥，火灾高发易发。加之疫情

防控期间辖区企业逐渐开工复工进入旺

季，各类风险隐患“露头”，致灾因素增

加。3月27日，杭州道街辖区某小区西侧

空地上的一处杂草着火；3月31日上午，

中心北路一餐饮企业在准备复工营业过

程中烟道发生着火。两起火灾事故虽未

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但却造成了一定社

会影响。杭州道街相关负责人说，两起火

灾也充分暴露出一些单位消防工作基础

薄弱、消防安全意识淡薄、安全监管和应

急处置能力不足等短板问题。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确

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杭州道街

于3月底制定了《杭州道街道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并从4月30日起开展

了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目前，整治工作仍在进行中。

杭州道街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牢固

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理

念，并坚决落实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

经营必须管安全”原则，严密组织排查整治，

消除隐患，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多举措除隐患
筑牢安全防线

记者了解到，为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

线，在加强安全宣传的同时，从3月底开

始，杭州道街还通过企业自查和全面排查

相结合的方式，督促各单位落实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强化各项火灾防控措施，以减

少火灾事故的发生。在企业自查方面，该

街要求辖区各企业要开展一次全面的消

防安全隐患自查，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

存在的安全隐患立即整改；短期内无法整

改的隐患，要专人负责并制定有效的管控

措施。同时隐患排查治理要落实安全检

查责任制，实行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

切实压实主体责任。

在督促企业做好自查的同时，各社

区还督促物业公司加强对老旧小区的

排查，对堵占消防车道、小区内私搭乱

建、楼道内电表箱易燃杂物堆放、电气

线路等方面进行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隐

患及时消除。同时要加大对“六小”场

所的隐患排查，尤其是小超市、小饭店、

小作坊等存在“三合一”的场所要深入

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发现隐患，立即整改，做

到不打折扣、不留死角、不走过场，形成

整改闭环。

同时，杭州道街公共安全办公室、安

监中队还将进一步加强对辖区重点单位

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并指导各社区开展

消防安全隐患排查，依法依规督促企业落

实安全主体责任，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责令

限期整改，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做到

“零容忍、严执法”。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下一步街道将继续加大处罚力度，多

措并举，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线。

5 月 13 日，杭州道街吉庆里

社区与共建单位苏宁易购洋货店

组织开展了“献爱心、助脱贫”爱

心捐款活动。

活动中，苏宁易购洋货店全

体员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解囊，

踊跃捐款，用实际行动为全面完

成“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目

标助力。据了解，除了苏宁易购

洋货店外，新洋世纪、华润万家等

其他共建单位也将陆续捐款。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何沛霖

献爱心
助脱贫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杭州

道街京山道社区号召居民和辖区单位

参与到东西部扶贫捐款活动中来，为东

西部扶贫贡献力量。

捐款号召发出后，位于京山道辖区

的中铁建工集团北方公司、亚发物业服

务有限公司、茗来茗往茶楼等企业纷纷

伸出友爱之手，慷慨解囊，为东西部扶

贫奉献了自己的爱心。

公益事业、温暖人心，爱心企业的

做法也感染了辖区的居民们，大家纷纷

伸出援手，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了属

于自己的力量。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杭州道街丽

水园社区团支部组织青年团员开展了“绽放战

疫青春、坚定制度自信”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社区相关负责人向大家讲述了雷

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造过程以及中国在抗疫

过程中的各项政策、表现，在宣扬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的同时，表达对祖国深深的热爱和坚

定守护祖国的决心。

本次活动激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勇于砥

砺奋斗，坚定制度自信，努力用行动兑现加入

组织时的铮铮誓言，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贡献青年力量、绽放青春之花。

宣传教育 激励青年奋发有为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弘泽城社区

开展了“环保护绿母亲节”活动，在指导孩子们

认养绿植的同时，让孩子们为社区内的妈妈们

献上节日祝福。

在活动现场，10 余名妈妈与小朋友一起

在辖区的花坛内种植绿植，并承诺定期对绿植

进行浇水、养护。随后，小朋友和家长一起来

到室内，孩子们纷纷拿起话筒，把自己想对妈

妈说的心里话说给妈妈听。

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活动，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

温馨氛围，更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环保护绿 欢乐与感动同在

爱心企业伸援手
脱贫攻坚添助力

针对近期发生的两起火灾事故，杭州道街制定了《杭州道街道消防安全专
项整治工作方案》，并从4月30日起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目前，整治工作仍在进行中。

京山道社区

有序复课战疫

确保学生安全和教学稳步有序开展

5月18日，滨海新区高一、高二、
初一、初二及小学四、五、六年级即将
同步复课开学。如何规避风险，确保
学生安全和教学稳步有序开展，成为
政府主管部门、各教学单位、家长以
及学生的最大关切。13日，记者走访
新区部分学校，走近家长、学生，聚焦
各方备战复课返校最新动向。

连日来，区教体局深入即将复课开

学的学校调研检查，了解学校疫情防控

情况，现场指导复课开学准备工作。

调研检查中，区教体局相关负责人

分别深入塘沽善门口小学、塘沽于庄子

小学、汉沽河西一小、汉沽盐场小学等学

校，检查复课开学准备工作，并实地察看

了学校的入校测温区、临时观察室、防控

物资储备室、教室、卫生间等重点点位，

详细询问了学校疫情防控和复课开学的

工作安排。区教体局要求学校进一步规

范校园管理，切实把复课开学各项防护

措施抓细抓实抓到位，特别是卫生间、楼

道等重点点位要做好通风消毒；要关心

关爱每一名学生，科学合理安排课程进

度，确保复课开学防疫到位、校园安全、

教学有序。 记者 路熙娜

5月13日6时，新港中学体卫处主任

王宝庆早早来到学校，在三栋教学楼之间

的空地上用平时学生进行足球训练的教

具摆放成一米间隔的S型“方阵”，对学生

间隔排队进校检测体温路线进行重新规

划，将校外体温检测“搬”到校内教学楼外

场地进行。

新港中学校长林桂虎告诉记者，学校

还将在下周起对各年级进行错时错峰入

校管理，届时学生不会扎堆儿，家长接送

孩子随接随走，也能够有效缓解校门口的

交通压力，确保学生安全进入校园。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新港中学各楼

层、学生活动区域均有老师巡视，学校卫

生间洗手池、水房也都配有洗手液。为确

保学生安全，学校将仍进行全天封闭式管

理，午餐统一配送。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我们已经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

“我们已经准备好可口的饭菜”“老师们

整装待发，期盼你们归来”……不同的岗

位，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期盼你们回来！

13 日，工农村小学的教师、保洁阿

姨、食堂厨师以及保安师傅，用代表各自

工作岗位特点的话语，表达着对下周即

将重返校园的学生们的期盼。

记者了解到，该校复课年级的老师

们都已提前到岗，学校对教师进行了复

课前培训，老师们在充分备课的同时，也

进行了多次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演练，对

下周的复课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记者 韩春霞

“下周就可以开学了，我真的既紧

张又激动。”赵一方是汉沽一中高一5班

的学生，得知终于可以回校上课，他表

示自己非常开心，“在家待得时间长了，

也很想老师和同学们，看到复课通知很

兴奋。”

赵一方说，在家上网课和在学校学

习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效率差不多，

网课的效果也很好，“这段时间的网课

学习也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让我有了

更大的进步。对于开学我除了期待，还

有点小紧张，希望能够早日回到学校，

毕竟面对面上课学习的效果会更好。

在学校比在家里肯定能更自律，同学们

一起学习的氛围会更浓。”

从5月12日开始，赵一方就根据开

学后的作息时间在家里进行了自我调

整，6:00准时起床。赵一方说，希望自己

开学之后能马上进入状态，跟上新的节

奏，尽快适应在校生活，以最好的姿态

迎接新学期。

新一轮返校复课在即，在家的学子

们还能做什么？日前，泰达一中举办了

首届线上运动会，篮球、俯卧撑、健美

操、仰卧起坐……学生们在线录制参赛

视频，展示居家生活，增强体育锻炼，为

宅家生活注入了新活力，为复课返校前

即将结束的宅家生活画上一个美丽的

“休止符”。

记者了解到，泰达一中经过一个多

月的策划与筹备，尝试用全新的方式，

通过享动体育 APP 平台举办了首届线

上运动会，这也是该校的第 23 届运动

会。本次运动会以班级为单位，学生们

在线录制视频参赛。运动会设置了全

员参与、个人竞赛和亲子项目三个大

项、七个小项，内容包括广播操、健美

操、排球、篮球、足球、俯卧撑、仰卧起

坐、平板支撑等。线上运动会受到了师

生和家长们的欢迎，不少学生和家长一

起参加了亲子项目，既锻炼了身体又增

进了亲子关系。最终，线上运动会直接

参赛人数达到了1300余人，均为非毕业

班学生，累计上传视频3000多条，点赞

量也逾15万。

记者 刘芸 许卉

“孩子在家上网课，担心他的成绩；

去学校上课，又担心他的安全。我们要

做的就是相信和配合学校，并为孩子做

好防疫的物资保障。”赵一方妈妈在接

到学校复课通知后，专门去药店购买了

口罩和方便携带的免洗洗手液。赵一

方妈妈说，学校的安全防疫工作做得非

常细致，每天班主任都会在班级群记录

孩子们的体温，还要求有出津经历的孩

子汇报行程路线。她唯一担心的是复

课后，孩子一时无法适应学校的学习节

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学习成绩固然

重要，但是心理健康更不能忽视。孩子

需要和同龄人沟通，一起成长。在家的

这段时间，孩子除了上网课就是看电

视，虽然家长也和孩子沟通，但是孩子

还是寂寞的。早日回到学校，见到自己

的小伙伴，孩子开心，家长也就放心

了。”赵一方的妈妈说。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备 复课开学战
区教体局

学校
重新规划测温地点

教师 随时待命 期盼学子归来

检查即将复课学校准备工作“

学子 自我调整了作息时间 家长

已为孩子做好
防疫物资保障

新港中学重新规划测温地点 汉沽一中学生赵一方在家上网课

（上接第一版）

地点2：解放路公交站附近
出租车霸占公交停车区

除了公园门前出租车禁停区域违停，出租

车霸占公交站附近公交专用停车区现象也比

较凸出。按照有关规定，公交站及周边30米

内区域禁止停车，可是记者在走访时发现，这

种现象在多个公交密集乘客集中的公交站点

频现。

5 月 11 日上午 11 点多，记者在位于浙江

路第五中心医院公交站看到，多辆出租车和私

家车一字排开，完全霸占了公交站公交进出站

及乘客上下车区域，候车乘客被“隔离”在公交

站亭内。记者在走访时看到，这种现象在医院

门诊楼门前区域也频繁发生。

出租车在公交站周边违停问题也不是个

例。在解放路商业街聚金商厦门前，记者看

到，多辆出租车都在公交站附近停车等客，有

的直接开进了公交专用区，致使公交车不能正

常停靠站，也为乘客上下车带来诸多不便。市

民张先生告诉记者，每天下班路过该处时，都

能见到出租车在公交站附近违停，周末和节假

日更为严重。

“塘沽火车站附近，乘客出站时很多出租

司机在公交站揽客，大声喧哗。不仅妨碍了公

交车的正常出站，还有损于我们滨海新区的形

象。”一位 110 路公交车司机告诉记者，随着

复工、复产、复学，路上车辆和行人越来越

多，个别出租车司机霸占一些公交车站现象

又有所抬头，碧海鸿庭北门和东门的两个公

交站、洋货市场站、外滩公园站等都有此类

现象发生。

地点3：轻轨塘沽站附近
30余辆出租车围堵轻轨站

轻轨站和火车站等公共交通区域客流量

大，大多数出租车都喜欢在附近等客拉活儿，

也一直是受人诟病的违停重灾区。

5月13日晚上7点半，记者在津滨轻轨塘

沽站附近走访时看到，从河北路与津塘公路交

口处开始，出租车从东向西停靠在靠近轻轨站

的津塘公路路边，蔓延至轻轨站之外百余米，

这些出租车完全无视路边的黄色禁停线，有的

甚至直接停在了“禁止停车违法摄录”的交通

提示牌之下。记者从东向西沿路大致数了一

下，现场违停等客的出租车多达32辆。

发稿前，记者从新区公安局获悉，近期交

管部门正在针对机动车违规停车、非机动车逆

行、行人闯红灯等不文明交通现象集中开展治

理行动，出租车违停问题也在整治之列。

这些重点路段 出租车“霸占”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