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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 2020 年新兵起运工
作全面展开

泰达一小与张家川堡山小学学生相聚“云端”

严密组织新兵交接运输

“童心大爱”从海边传到山里
■ 记者 岳立杰 戴枭翔 摄影报道

“我们已经开学半个月了，你们那里
开学了吗？”
“我们也开学了，而且开学第一天又
收到你们寄来的文具和彩笔，
太开心了！”
……
这是一次课堂视频连线，
一头是泰达
一小的同学，另一头是远在 1500 公里外
的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张家
川镇堡山小学的学生。

发起“堡山公益行”活动
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
泰达一小四年
级六班的学生通过援甘干部联系上堡山
小学，
了解到山里的孩子们学习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
便发起“堡山公益行”
活动。同
学们从自己的衣柜里找出一摞一摞厚衣
裤，整理出鞋子，亲手刷洗干净打成包裹
送到邮局。52 件邮递包裹满载着爱心送
到堡山，
两地同学间也从此架起了友谊的
桥梁。后来，
同学们又选出自己最爱的图
书，拿出压岁钱采购了各种学习用品，寄
给远方的朋友。

要好好努力，将来考同一所大学，做真正
的同窗……
堡山小学校长马志林和老师们也非
常用心，准备了丰富的农产品展示给大
家。看到新鲜的玉米、带着泥的萝卜、鲜
红的柿子，孩子们瞪大了眼睛 ，嘴 里 不
由得发出“哇”的感叹。两地的小伙伴
们 还 互 相 展 示 了 信 件 、教 师 节 贺 卡 和
泰达一小举办主题班会
两地学生进行视频连线
礼物等。在视频连线进入尾声的时
泰达一小四年级六班的语文教师邓
生活情况，加深彼此的了解，也想把这种
候 ，小 伙 伴 们 依 依 不 舍 ，
“我们给你们
冰告诉记者，9 月 1 日开学第一天，他们刚
沟通继续下去，
不断地加深彼此的友谊。
” 写信了，一定要回信啊！”
“ 一定的，你们
好收到了堡山小学校长发过来的视频，
感
有机会一定要过来看看啊！”
“ 我们一定
两地同学进行视频连线
谢同学们的爱心奉献。堡山小学的学生
会去的！”……
代表还当场念了他们写给泰达一小四年
班会上，
两地的同学们现场进行了视
泰达一小校长刘丽莉以及家长代表
级六班全体同学的感谢信，
同学们非常激
频连线。视频一接通，孩子们围在一起， 也参加了活动。刘丽莉说：
“看着孩子们
动。邓冰说：
“现在的孩子都是被动地接
迫切地想看看千里之外的朋友到底长什
开心的脸庞，听着他们的欢 声 笑 语 ，大
受爱，所以希望通过‘堡山公益行’活动， 么样。大家热情高涨，你一言、我一语地
家心里暖暖的，为两地的同学们能够建
让孩子们了解山区孩子的生活，
让他们学
介绍起自己。孩子们渐渐熟络起来，
他们
立起这样坚固、纯真的友谊感到欣慰，
会去分享，去给予关怀、给予爱。在开学
交流着校园生活、兴趣爱好、喜欢的学科； 为两地学校能有这样一 群优秀的孩 子
后我们又组织了《海边的我写给山里的
他们互相介绍着自己的老师和家乡的美
们感到骄傲 。今后我们 还会 积极搭建
你》主题作文活动，这次又组织了两地连
景；他们畅谈理想，有的说将来要当一名
这样的桥梁，让爱的种子生根发芽、开
线主题班会，
让孩子们沟通新学期的学习
乡村教师，到堡山去教书，有的彼此约定
花结果。”

持续巩固创建成果 坚决防止反弹回潮
（上接第一版）在濒开里菜市场，韩
远达要求管理方增强责任意识，提升管
理水平，加强市场卫生保洁，严格落实疫
情防控措施，提高文明素质，为市民群众
打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并对发现的违法
占道经营现象现场提出督导整改意见。
在北仑里、华云园、紫云园社区，韩远达

重点检查了社区创文“六有”
“六无”和环
境卫生等，并对发现的车辆乱停乱放进
行现场督导，要求立行立改。在世纪祥
和家园、鸿正富贵嘉园，韩远达突击抽查
了居民楼道“四有”
“ 四无”，对加大公益
广告宣传力度，营造更加浓厚的创文气
氛提出要求。

前8月本市进出口贸易总值实现正增长
（上接第一版）一是近期天津口岸进口
监管货运量持续高位。今年 1-8 月，天津海
关监管进出口货运量 1.4 亿吨，
比去年同期增
加 10% ，其 中 进 口 已 经 突 破 1 亿 吨 ，增 加
18.3%。其中 7 月单月进口货运量创历史新
高，8 月份有所回落但同比仍大幅增长。与
此同时，天津口岸进口“量增价跌”的特征也
较明显，原油、天然气等主要大宗商品进口
价格同比明显下跌。
二是天津口岸月度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
保持在 1100 亿元以上。受疫情影响，
今年 25 月天津口岸月度进出口同比降幅均为 2 位
数，
自 6 月起进出口值回升至 1100 亿元上方。

韩 远 达 指 出 ，全 区 上 下 要 牢 固 树
立“一盘棋”思想，凝心聚力、迎难而上，
以创则必成的信心和决心、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耐力，
确保各项创文工作落到实处。要强化
责任担当，做到心中有数，持续巩固创
建成果，坚决防止反弹回潮。要坚持问

题导向，严之又严抓交通治理，细之又
细 抓 环 境 整 治 ，精 之 又 精 抓 不 文 明 行
为，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要强化宣
传动员，增强商户及群众的主人翁意识，
让文明根植于群众内心，成为一种习惯，
合力打造文明、干净、整洁、有序的城 市
环境。

垃圾箱
“智能”
了 垃圾分类便利了
（上接第一版）试运行仅一周时间，智
能柜式垃圾箱就回收 286 千克可再生
原料。用这些“垃圾”可以生产 112 公
斤好纸、11 公斤的汽油、1.8 公斤的钢
材等。
“垃圾桶‘装’进‘格子间’，环境干
净了。一刷卡，
‘窗户’自动打开，再也
不用自己‘动手’，扔垃圾更方便。”张
女士亲身体验智能柜式垃圾箱后称赞
道，
“ 必须给高科技点个赞，垃圾分类
还能获得积分换商品，方便环保又实
惠，真是太厉害了。”虽然试点时间不
长，但使用过智能柜式垃圾箱的社区

居民都表示满意，空气中异味少了，扔
垃圾方便了，环境也干净了。
“ 积分制
也调动了大家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的
积极性”，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说，智能
垃圾柜有专人消毒，密封性也比较好，
比传统垃圾桶更加卫生。
今年 12 月 1 日起，天津市将正式
施行《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
垃 圾 实 施 分 类 处 理 ，保 税 区 先 行 一
步 ，以 智 能 柜 式 垃 圾 箱 的 推 广 为 基
础，用看得见的激励机制和方便快捷
的投放服务，调动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的积极性。

智能柜式垃圾箱相比传统垃圾
桶，具有信息采集、投放溯源和管控垃
圾流向的功能，可以据此统计居民参
与率。空港社区投用的智能分类设
备，改变了以往大量人力投入分类情
况的弊端，实时自动分析数据，提升监
管实效和准确率，可以将更多的力量
投入到分类指导中去，还能用于分析
居民消费习惯，观察不同类别商品的
市场行情，在垃圾分类工作之外产生
价值，为建设“无废城市”
“ 智慧城市”
提供大数据参考，助推高水平建设宜
业宜居国际生态活力新城。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昨日上午，
来自滨海
新区各地的102名新战士在塘沽人武部集结，
登上
客车，
奔赴各地开启全新的军旅生涯。现场，
区委
常委、
区军事部政委车兴东为新战士们送行。
新兵们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脸上洋溢着对
军营生活的向往。车兴东对即将入伍的新兵们
表示热烈祝贺，关切地询问新兵入伍情况，并勉
励他们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培塑对党忠诚、听
党指挥的政治品格，勇往直前、无所畏惧的坚强
意志，敢于亮剑、能打胜仗的过硬素质，吃苦耐
劳、充满活力的强健体魄，令行禁止、雷厉风行
的纪律意识，展现新时代滨海儿女的新风貌。
新兵们纷纷表示，到部队后，会勤奋学习、刻苦
训练，
尽快实现由社会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据了解，
今年全区新兵启运工作于 9 月 14 日
开始，
预计 9 月 17 日结束。区征兵办严格按照有
关规定，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严密组织新
兵交接运输工作，点对点组织兵员运送，全程开
辟专用通道、
独立候车区，
全程严格体温检测，
全
员佩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离，
守牢疫情防控底线。

区人大常委会开展土壤污染防
治执法检查

精准治理修复生态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 通讯员 孙泽萍）日
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凤伟带领执法检查
组，对新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
防治法》和《天津市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简称“一
法一条例”
）情况进行了执法检查。
执法检查中，
左凤伟一行对天津大沽化工临
港分厂、天津阿克苏涂料公司等部分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企业贯彻落实
“一法一条例”
情况进行了检
查，
并召开执法检查座谈会，
听取了区政府关于贯
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
“一法一条例”
情况的报告。
左凤伟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普及，
让全社
会理解土壤污染防治的重要性，
让人民群众
“吃得
放心、
住得放心”
。要切实落实法律责任，
把土壤污
染防治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要努力提升
检测监管能力，
加强科技治污能力、
依法行政能力，
精准治理修复生态，
健全政府主导、
全民参与、
各司
其职、
落实责任、
协调联动、
有序推进的防治机制。
具体要做到查测结合规划为先、防保结合预防为
主、
管控结合控制为要、
治修结合科技为本。

滨海新区3人被评为本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上接第一版）其中，新区共有 3 人入选，分别是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
研究院地质总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牛成民，康
希诺生物股份公司首席科学官、研究员朱涛，天
津飞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窦强。

天津市滨海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目录
服务项目

（一）借阅书刊

（二）收听收看
广播影视节目

（三）参加文体
活动

（四）进行文化
鉴赏

（五）开展公众
教育

（六）提供数字
服务

（七）免费开放
设施

（八）特殊群体
服务

服务标准

服务时间及地点

实施单位

1.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街镇综合文化站、村（社区）文化活动室（中心）、居民书房、农家书屋等免费提供图书报刊借阅服务。各公共图书馆与天津市
全年；
各相关场馆内
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滨海新区文化馆、各街镇、居委会、村委会

2. 各公共图书馆年人均新增藏书不少于 0.03 册。有条件的图书馆配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类图书。到 2020 年全区人均藏书不少于 1.2 册。

全年；
各图书馆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

3. 各公共图书馆开展流动图书服务次数每年不少于 24 次。鼓励有条件的图书馆在街镇综合文化站开设通借通还的分馆。

全年；
区内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

4. 农家书屋、居民书房可供借阅的图书不少于 1200 种、1500 册，报纸期刊不少于 10 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 100 种；
年增图书不少于 60 种，年组织读
全年；
各书屋、书房
书活动不少于 2 次。

各街镇、居委会、村委会

5. 在街镇主要街道、公共场所、居民小区等人流密集地点设置阅报栏或电子阅报屏，
提供时政、
“三农”
、科普、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全年；
各街镇、居村内

各开发区、街镇、居委会、村委会

6. 实现城乡应急广播体系全覆盖。

全年；
区内

区融媒体中心

7. 通过无线模拟提供不少于 3 套广播节目，
通过数字音频提供不少于 3 套广播节目。

全年；
区内

区融媒体中心

8. 通过地面数字电视提供不少于 2 套电视节目。

全年；
区内

区融媒体中心

9. 推行滨海“2191”
公益电影放映工程，
其中优先保障一村一月免费观看 1 场数字电影，
新片（院线上映不超过两年）比例不少于二分之一。

全年；
区内

区委宣传部

10. 中小学生每学期免费观看 2 部爱国主义教育影片。

全年；
区内

区教育体育局

11. 各文化馆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不少于 120 次。每年直接指导的群众业余文艺团体不少于 40 个。

全年；
区内

滨海新区文化馆

12. 各综合文化站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少于 52 次，
每周至少一次。

全年；
各街镇内

各街镇

13. 各村（社区）每年组织开展群众文体活动不少于 12 次，
每月至少一次。

全年；
各居村内

各居委会、村委会

14. 各开发区、各街镇每年自行组织免费文艺演出（包括地方戏）不少于 6 场，区文化部门每年为街镇免费送文艺演出（包括地方戏）不少于 6 场，为外
全年；
区内
来建设者演出不少于 10 场。

各开发区、各街镇，
区文化和旅游局

15. 各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非遗展示馆常年设有 1 项以上基本陈列。各公办博物馆每年举办公益性专题展览不少于 4 次。鼓励各民办博物馆
全年；
各相关场馆内
根据条件开展公益性专题展览。

滨海新区各博物馆、滨海新区美术馆，
各民办博物馆

16. 各公共图书馆每年举办公益性展览展示不少于 12 次。

全年；
馆内和区内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

17. 各文化馆每年举办公益性展览展示不少于 15 次

全年；
馆内和区内

滨海新区文化馆

18. 各文化馆每年举办公益性培训不少于 100 次。

全年；
馆内和区内

滨海新区文化馆

19. 各街镇综合文化站每年举办公益性培训不少于 30 次。

全年；
各街镇综合文化站

各街镇

20. 各公共图书馆每年举办公益性讲座不少于 36 次

全年；
馆内和区内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

21. 各公共博物馆每年举办公益性公共教育（培训、讲座、辅导）不少于 12 次。各民办博物馆根据条件开展公共教育活动。

全年；
馆内和区内

滨海新区各博物馆、各民办博物馆

22. 区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设施内免费提供无线 WIFI 服务。

全年；
各馆内

滨海新区文化馆、各公共图书馆、各博物馆、美术馆

23. 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建有公共电子阅览室，
并免费提供上网服务。

全年；
各馆内

滨海新区文化馆、各公共图书馆

24. 文化共享工程通过网络电视、有线（数字）电视、手机电视等实现综合入户率 100%。

全年；
区内

区文化和旅游局、区融媒体中心

25. 文化共享工程区级分中心整合数字资源不少于 50TB，
各数字图书馆数字资源量达到 30TB。

全年；
区内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

26. 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错时开放时间不低于开放时间的三分之一。农家书屋、居民书房免
全年；
各相关场馆内
费开放时间每周不少于 25 小时。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各博物馆、美术馆，各街镇、村委
会、居委会

27. 公共体育场所属户外公共区域及户外健身器材、全民健身活动中心免费开放，
免费提供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的全民健身器材。

全年；
各相关场地

区教育体育局、各街镇、村委会、居委会

28. 工人文化官、青少年官、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科技馆、中小学校课外活动基地等设施免费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全年；
各相关场馆内

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区教育体育局、区科协

29. 保障外来建设者基本文化权益，
落实《滨海新区文化服务外来建设者十大举措》。

全年；
区内

区文化和旅游局

30. 各公共图书馆开辟视障人士阅读服务区，
配备盲文读物，
利用与天津市图书馆通借通还系统为视障人士提供更多服务。

全年；
各馆内

滨海新区各公共图书馆

31. 各文化馆、体育场馆等每年组织开展针对残障人士、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外来建设者等特殊群体的文体活动，
每年不少于 2 次。

全年；
各场馆内

滨海新区文化馆、体育馆、各公共图书馆、各博物馆、美术馆

32. 未成年人、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和低收入人群参观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实行门票减免，
文化遗产日全民免费参观。

全年；
馆内

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