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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新冠疫苗接种 构筑群体免疫屏障

遗失声明
孙 树 成 （ 身 份 证 号

120107197010266312）、孙长彬（身份证号
120107193504266314）、遗失与天津滨海新
塘 建 设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 编 号 为
w1694AZ，佳美苑15-01-0602、佳顺苑17-
01-0504，《房屋安置协议书》，特此声明！

分立公告
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拟

采用存续分立方式进行分立。原天津津
门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存续，新设天
津弘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
审批为准）。分立前天津津门虎足球俱
乐部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37 亿元。分立
后存续的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部有限公
司保留注册资本1亿元，新设的天津弘达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700 万元。
特此公告。

近来，滨海新区疫苗接种工作不断
推进，群众健康防护意识提升，新区市
民积极踊跃接种新冠疫苗。各街道社
区也在不断出招，助力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顺利开展。

为了方便辖区内特殊群体和老年人

接种新冠疫苗，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将接

种疫苗工作做细做精，推动疫苗接种工

作顺利开展。

今年69岁的黄女士是新村街道丹东

里社区的居民。“接种新冠疫苗都得提前扫

码预约，我岁数比较大，眼睛不太好，而且

也不会用手机扫码登记信息。”黄女士说。

丹东里社区工作人员得知后，主动帮助黄

女士和她的邻居们进行扫码登记个人信

息，详细询问居民是否有相关禁忌症。

“张医生，正在吃消炎药的可以接

种吗？需要停药了再去是吧，好的。还

有高血压呢？”社区工作人员详细为居

民咨询禁忌症相关事宜。“黄阿姨、王阿

姨，你们几个人可以去接种疫苗。王大

爷，你暂时不用去。”随后，社区工作人

员带领可以接种疫苗的居民来到塘沽

体育馆临时疫苗接种点接种疫苗。“多

亏了工作人员的帮助，从扫码登记预

约，到现场填表接种，一点都不用我们

操心。”居民黄女士说。

新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志媛介

绍，针对有疫苗接种需求，但不会使用手

机扫码预约的老年人，各社区都会安排

志愿者或者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为居民

填写信息，并且提前了解居民是否有禁

忌症，避免居民多次往返接种点。接种

点的等候区也放置了凳子和遮阳伞，同

时，特殊居民到接种点接种疫苗时都会

启用绿色通道，直接进入场馆进行登记

接种。 记者 张宇靖

“大家看看有谁能帮忙指导居民预

约疫苗，他本人不会操作。“晚上九点多

钟，在蓝山国际第三网格群内，社区工作

人员发布的信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该

社区的志愿者徐玉山看到消息后第一时

间表示自己正在加班，马上就可以过去

帮忙。在志愿者手把手地指导下，袁大

爷终于成功预约了疫苗接种服务。

原来，家住该小区西区 3 号楼年近

六旬的袁大爷在预约转天接种新冠疫苗

时遇到了困难，社区工作人员在弄清情

况后，马上在西区 3 号楼网格群中发了

条信息，问大家谁有时间可以帮这个

忙。不一会儿，热心志愿者徐玉山回复

说可以去帮忙。让人感动的是，徐玉山在

群里回复的时候还在单位加班，下班后他

顾不得自己身心疲惫回家休息，便来到了

袁大爷家。经过仔细查看核对后他发现，

之所以无法正常操作，是因为医院将大爷

的手机号码录入错误导致的。随后经过

辗转与医院沟通修改，才终于帮袁大爷成

功预约了疫苗接种。“太感谢你了，这回

我就踏实了，明天就可以直接去接种

了。”得知自己终于成功预约了疫苗接种

服务，袁大爷家连连致谢。

蓝山国际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为

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有效阻断疫情传

播，巩固当前良好的疫情防控成果，在筑

牢新冠病毒免疫屏障的关键时刻，新北街

道蓝山国际社区工作人员充分利用“组织

在线”平台，积极发动辖区党员、志愿者紧

锣密鼓地投入到接种疫苗宣传及接种工

作中。尤其针对辖区老年人预约存在困

难的情况，社区除了安排工作人员手把手

指导外，还鼓励居民邻里之间互帮互助，

尽早解决困难。 记者 韩春霞

“不用担心，我们会接您来生态城打

第二针疫苗，打完会再送您回去。”5月30

日早上8点，生态城彩虹社区工作人员自

驾车前往东丽区居民普某某的住所，将

其送至第一社区接种点，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努力，顺利帮助普某某完成了新冠

疫苗第二针接种。

记者了解到，普某某于 4 月 11 日在

生态城第一社区接种点接种了疫苗。在

接种疫苗之后，普某某离开生态城，前往

东丽区找工作。这个月，新冠疫苗第二针

陆续开打，社区工作人员也在联系普某

某，通知他尽快在当地或回生态城进行第

二针疫苗接种。但通过联系本人后社区

工作人员得知，普某某刚刚找到工作，且

接种证丢失了。同时，普某某称自己是外

地人对本地不熟悉，交通不便，在接种第

二针新冠疫苗时有很多顾虑。针对普某

某的实际情况，彩虹社区工作人员主动作

为，放弃了休息日，向普某某领导协调说

明情况，消除其个人顾虑。同时，主动自

驾前往东丽区接到普某某，并全程协同其

补打接种证、办理接种手续、填写表格，帮

助普某某顺利接种新冠疫苗第二针。目

前，社区已将其送回东丽住处。

据了解，近来，生态城社会党委、各

社区基层党组织勠力同心，以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为抓手，坚持“标准不降、

节奏不变、力度不减”，倒排工期、压茬推

进，查漏补缺、精准服务，确保居民愿接

尽接，实现全周全天候服务，努力把这一

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做实。针对尚未接

种第二针的居民，生态城将按照类别逐

一进行分析、研判、部署，推动二针接种，

保证市民愿接尽接、全员接种，共同构筑

有效免疫屏障。 记者 王梓

接种工作做细做精 微小举动显温情

老人无法预约接种 志愿者连夜帮忙太贴心 接种疫苗有困难 主动接送解民忧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5月28日，台湾民

主自治同盟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次全体盟员

大会召开。台盟天津市委会副主委孙昌隆，中

共滨海新区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韩昱，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凤伟，区政协副主席蔡

庆锋出席会议。

韩昱代表中共滨海新区区委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台盟区工委过去五年的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新一届台盟区工委团结

带领全体盟员，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上高站位，在服务新区发展大局上讲担

当，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上求实效，聚焦美丽

“滨城”建设，充分发挥界别特色优势，认真履

行参政党职责，为政治交接赋予新的时代内

涵，为新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台盟天津市委会、中共滨海新区区委统战

部，区各民主党派、区工商联负责同志应邀出

席大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天津市滨
海新区第三次全体盟员大会召开

发挥界别优势建设美丽“滨城”新区各街道社区主动作为推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顺利开展

疫苗接种 温情处处

共读绘本、手写祝福、错架图书大作

战、帐篷内的星空阅读……5月29日晚，

滨海新区图书馆开馆近四年来首次在夜

间开展亲子阅读活动，20 组亲子家庭夜

宿图书馆，感受阅读带来的奇妙夜之旅。

晚上19：00，在滨海新区图书馆环球

报告厅内，绘本《图书馆的奇妙夜晚》十分

契合当天的主题，在领读老师的带领下，

小读者们参与共读，积极回答问题。听完

绘本，“同读一本书——我为贫困儿童捐

本书”活动开始，小读者们亲手为即将收

到图书和卡片的贫困儿童写下祝福，为图

书系上充满爱意的红丝带，捐献给河北省

易县的贫困儿童。

“我们日常就会参与滨海新区图书

馆很多有关亲子阅读的活动，这次看到

公众号上发布的奇妙夜活动就马上报

了名，觉得这样一个特别的夜晚会在孩

子的童年留下很深刻的印象，能够让他

更加爱上读书。”市民王先生和6岁的儿

子王淳芾这一晚上玩得十分开心。

据了解，此次“图书馆奇妙夜”活动是

滨海新区图书馆“阅读+计划”未成年人

阅读品牌项目系列活动之一，这一夜所有

项目涵盖了读书、志愿服务、非遗文化、爱

心捐赠等全部内容，堪称“阅读+计划”系

列活动的大集合。滨海新区图书馆党总

支书记、馆长马文艳说：“‘阅读+计划’以

年度为周期，今年‘六一’特别策划‘奇妙

夜’活动。‘六一’之后我们会开展征文大

赛、诵读比赛、书法线上线下展示、解锁阅

读方法和技巧的朗读大师课程及家长课

堂等活动，还将为新区偏远地区的孩子们

建立8家校园图书馆，将公共文化服务更

好地惠及新区未成年人。”

在逐一参与了手绘图书馆、手工制作

皮影、为帐篷绘制专属图案等环节后，小

读者和家长亲手搭起帐篷，夜宿在闪耀着

星空图案的“滨海之眼”下，点亮阅读灯，

享受着与父母的亲子阅读时光进入梦乡。

文/记者 果琳 图/记者 戴枭翔

“网红”图书馆“奇妙夜”悦读

时报讯（记者 于馨然 王帅）5月28日下

午，滨海新区举行第七届道德模范颁奖暨“迎

庆建党百年 百场道德模范事迹宣讲”启动仪

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英、区政协副主席

杨焕香出席并为道德模范颁奖。王兆霞等25

人荣获第七届滨海新区道德模范称号，于宗

凯等271人获得第七届“滨海好人”称号。

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新

区举办此次颁奖与宣讲活动，旨在全区范围

进一步广泛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以形

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着力提高人民群众

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

程度，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深入开展，树立鲜明时代价值取向，彰

显社会道德高度，形成见贤思齐、争当先进的

生动局面。本次活动还对王磊等道德模范事

迹进行了宣讲，标志着道德模范事迹百场宣

讲活动启动。下一步，新区将广泛开展道德

模范宣讲活动，更好营造敬模范、学模范、当

模范的浓厚氛围，为建设生态、智慧、港产城

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海新城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丰润的道德滋养。

第七届新区道德模范颁奖暨
“迎庆建党百年 百场道德模范事
迹宣讲”启动仪式举行

广泛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上接第一版）立远医疗总经理宋强

介绍道。为借助自贸区优势，谋求企

业更大发展，立远医疗在保税区设立

运动医学产研基地、做精做强自研产

品；同时还依托医疗器械注册人试点

政策优势拓展合同研发生产服务

（CDMO）模式。目前，立远医疗已与

金兴达、利格泰、百易德等知名骨科

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助力优质医疗器

械产品成果转化，为合作企业提供生

产加工、法规咨询等服务。

生物医药产业是天津市政府确

定优先发展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之一，保税区多年来着力打造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现已形成涵盖药物研

发、生物制药、医疗器械、检测机构、

医疗服务等细分领域的完整产业

链。此次立远医疗项目的落成投运，

填补了保税区在骨科植入行业高端

运动医学细分领域的空白，同时也为

区内初创研发企业选择优质第三方

平台服务提供更多选择。

（上接第一版）重点围绕建立科普合

作基地、开发科普教育课程、组织参

加科学创新大赛、举办科学创新营

（夏令营/冬令营）等方面开展合作。

据了解，中科蓝海科学教育学院是

中科蓝海旗下的教育品牌，是天津滨海

科普产业（人才）联盟始创单位，主要面

向K12教育，宗旨是在孩子心里种一颗

科学的种子，致力于打造科普、科创及学

术项目指导平台。依托中科蓝海公司管

理和运营的天津滨海中关村研发服务平

台，项目式、探索式为孩子打造专属的科

学实验课，提升科学素养和科学动手能

力，让孩子用科学思维认知客观世界。

立远医疗运动医学产研基地在保税区投运

中科蓝海与天津科大食品学院共建科普基地

（上接第一版）是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建设的标志性制度成果，对于中央企业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

业，具有重要意义。

《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必须一以贯

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

指示要求，立足于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

的领导，明确了中央企业党委（党组）在决策、

执行、监督等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

《意见》提出，中央企业党委（党组）是党

的组织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司治理结构

中具有法定地位，在企业发挥把方向、管大

局、促落实的领导作用。同时，《意见》在明晰

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讨论和决定重大事项的

职责范围，规范党委（党组）前置研究讨论重

大经营管理事项的要求和程序，明确党委（党

组）在董事会授权决策和总经理办公会决策

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强化党委（党组）在执行、

监督环节的责任担当，以及加强党委（党组）

自身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中

央企业党委（党组）要加强分类指导，鼓励探

索创新，在国有企业完善公司治理中切实加

强党的领导。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
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

（上接第一版）他们拥有不同身份、来自

不同岗位，但都用爱心、执着、信念、梦想

和朴实的行动温暖闪耀了“滨城”。

23岁的常泽林是常年在大街小巷穿

梭、每天骑行至少 80 公里的外卖小哥。

他曾在烈火中徒手攀爬二楼，勇救87岁

老人。常泽林说，这份荣誉对于自己是

无价的，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加努力地

去帮助他人。用自己的人生座右铭来

说，当善良遇到了善良，就是最美丽的邂

逅。获得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荣誉称号的

王磊表示，自己能收获这样一份荣誉既

是对自己12年奋战在消防工作一线的肯

定，同时自己作为万千消防官兵的缩影，

这份荣誉也属于大家。在未来的工作

中，会把敬业奉献作为自己的职业准则，

把全部力量投入到消防救援事业之中，

永远做“滨城”人民的守护者。

新区25名道德模范和271名“滨海好人”受表彰

（上接第一版）

释放品牌活动新效能
在此次泰达夏日艺术季活动中，滨海

新区泰达社会管理委员会深化落实“共同

缔造”理念，践行“一四四七”社会治理模

式，挖掘撬动社会资源，与各领域企业、机

构深入合作，携手格调品牌、泰达文创等多

家企业、机构，共同呈现“2021 年泰达夏日

艺术季”,以“创意+艺术”的全方位互动体

验，共同缔造、优化升级文化创意品牌活

动，释放品牌新效能，将文化成果最大限度

惠及居民。

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贺淑荣

告诉记者：“此次泰达夏日艺术季是今年

天津滨海艺术节的一个子项，我们希望通

过这样一个艺术季，给大家营造一个宽

松、愉悦、优雅、浪漫的文化氛围，让广大

百姓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美丽‘滨城’、幸

福‘滨城’。”

夏日缤纷生活火热来袭
28日晚，泰达夏日艺术季开幕式现场，

“创意+科技+艺术”的沉浸式森林光影秀开

启了夏日盛宴。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兼具时

尚与创意的泡泡体验馆，打造了多媒体放

映厅、咖啡文化馆、生态植物馆、漂流图书

馆等精品互动空间，推出茶艺花艺展览、音

乐快闪、泡泡秀等休闲娱乐活动，将创意与

艺术融入生活，使广大居民通过全方位互

动体验感受生活美学。

此次活动为期三天，现场，“梵高艺术

世界”“宫崎骏星夜”“星际漫步梦境”主题

光影轮番呈现，于广厦林立中打造风格唯

美、梦幻纯净的光感空间，色彩斑斓、闪烁

流动的全息光影为居民游客带来娱乐式、

互动式、沉浸式多元体验。

此外，此次艺术季活动在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对防疫措施常抓不懈，出入口统一

规划并安排专人值守，入场前需亮码、测

温，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时刻注意疏导

人员防止大规模聚集，并根据现场客流情

况及时采取限流措施，让市民安心放心舒

心享受夏日盛宴。

艺术“联姻”商业 激活“滨城”夜经济

夜宿夜宿““网红网红””图书馆图书馆

体验皮影戏体验皮影戏 准备夜宿准备夜宿 参观滨海新区图书馆参观滨海新区图书馆

工作人员引领盲人市民接种疫苗工作人员引领盲人市民接种疫苗 街道供图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