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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40.636 平方千米

常住人口：114.75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883 亿元

服务业增加值：837.6 亿元

区级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3.17 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134.81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6.06 亿元

数 字 南 开

幼儿园：48 所

特殊教育学校：1 所

区级及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3 家

区级及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38 项

区级图书馆：2 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 所

绿化覆盖率：40.76%

招商引资额：280 亿元

外贸进出口总额：84.48 亿元

实际直接利用外资：4004 万美元

专利申请授权量：3454 件

万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64.62 件

小学：31 所

普通中学：24 所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8.12 平方米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5.70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

  昼间 53.2 分贝、夜间 43.4 分贝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

昼间 66.1 分贝、夜间 64.0 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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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

▲ 海光寺科技金融服务中心（王英浩  摄）

▲ 新都大厦（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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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大悦城（王英浩  摄）

▲ 1895 天大建筑创意大厦（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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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南开︱

▲ 流光溢彩海河美（王英浩  摄）

▲ 鼓楼（王英浩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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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开街街景（王英浩  摄）

◀ 夏日南翠屏公园( 王英浩  摄 )

▶南开区绿水园全民健身体育馆（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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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 4 月 2 日，南开区地税局举办开放日活动（王英浩  摄）

▲ 4 月 13 日，津洽会南开区展位（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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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 5 月 16 日- 18 日，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南开区展位（王英浩  摄）

▲ 3 月 1 日，南开区科技企业创研餐饮公司研发中餐移动厨房（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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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创卫︱

◀ 8 月 25 日，南开区万名干部进社区、

百日会战清环境活动启动仪式（王英浩  摄）

▶ 6 月 14 日，南开区交通志愿者走上街头

助力创文（王英浩  摄）

◀ 12 月 16 日，南开区环卫工清

理隔离护栏（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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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0 日，来自南开区的天津

市优秀志愿者、南开区学雷锋标兵

到辖区卖场、超市宣传倡导诚信经
营理念（王英浩  摄）

▶ 9 月 1 日，南开区志愿者深入社区清

整环境（王英浩  摄）

◀ 9 月 20 日，南开区创文创卫志愿者到社

区捡拾垃圾（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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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 7 月 20 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暨文化宫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在南
开文化中心举行（区文化旅游局提供）

◀ 11 月 10 日，科普日主会场暨第五届天津市青

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在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
学进行。图为科学探究类活动现场（区科协提供）

◀ 9 月 26 日，第九届中国·天津妈祖文

化旅游节开幕式现场（区文化旅游局提供）



编 辑 说 明

一、《南开年鉴》是由南开区档案馆编纂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南开年鉴２０１９》系统

记载了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

二、本年鉴记述时间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三、本年鉴采用分类编辑法。卷首设 “特载”“总述”“大事记”“专文”，卷末设 “南

开风采”“统计资料”“附录”，主体部分由类目、分目、条目三级结构层次组成。部分涉及

面较广的分目下增设次分目，条目标题用 “【】”标明。

四、本年鉴在保持框架结构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类目、分目、次分目进行调整。为避

免对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重复记述，设 “专文”集中记述，其他各处不再展开。

五、本年鉴的文字原稿、荣誉名单、领导任职情况，均由有关单位、部门提供，并经供

稿单位主要领导审核确认。撰稿人姓名署于条目之后，若连续２个以上条目由相同人员撰

写，则在最后一个条目下署名。

六、“南开风采”的收录范围：国家部级以上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中共天津市委、天津

市人民政府和天津市总工会、共青团天津市委、天津市妇联授予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其

余获奖情况除特殊荣誉外，均随文记载。

七、本年鉴 “统计资料”由区统计局和相关部门提供。撰稿单位记述的数据如与 “统

计资料”有出入，以 “统计资料”为准。

八、本年鉴编辑工作得到了全区各单位、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在此致谢。疏漏之

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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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坚持解放思想　创新引领
奋力开启建设创新南开新篇章

（在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南开区委书记　杨　兵

（２０１９年１月５日）

各位委员、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区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主要任

务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三个着力”

重要要求为元为纲，认真落实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总结２０１８年工作，部署２０１９

年任务，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创新竞进、奋

力攻坚，加快“创新南开”建设，以优异成绩迎接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下面，我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全会报告工作。

一、２０１８年工作总结

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区委常委会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紧紧围绕“迈入新时代、贯

彻新思想、瞄准新目标、展现新作为”的工作要求，

坚决打好提质增效、创文创卫、基层基础攻坚战，统

筹推进转型发展、深化改革、保障民生、环境治理、

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１．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紧扣第一要

务，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大

力推动“三大变革”，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位居全市

前列。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８８３亿元，同比

增长６％；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３１７亿元，税收占比

达８９６％；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５亿元、国内招商

引资到位额１００３亿元，引进注册千万元以上企业

１



天津市南开年鉴２０１９
ＴＩＡＮＪＩＮＳＨＩＮＡＮＫＡＩＮＩＡＮＪＩＡＮ

４４９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４９３６家，新动能培育

取得明显进展。深化与天南大合作对接，打造启航

创新大厦等特色楼宇。深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

展”活动，召开科研院所和民营企业家座谈会，着力

解决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营商环境得到进一

步优化。

２重点领域改革稳步推进。坚持改革创新，加

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开展专项督察，重点领域

改革取得新突破。开展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系列

活动。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组织党政代表团

到北京海淀区学习考察，在北京召开８场主题招商

推介会，１９０家北京企业落户南开。扎实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小微企业减免税收１５８亿元，累

计盘活空置楼宇７８９万平方米，提前半年完成任

务。全面推行“一制三化”改革，推进全流程网上办

理，行政审批改革不断深化。扎实推进全国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创新１０项工作机制，

得到国家工作考核组的肯定。万兴街社会治理创

新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机构改革工作稳步

推进。

３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精心组织落实改

善群众生活２０件实事，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达到７８％。高度关注困难群众生活，累计发放社会

救助资金和生活补贴 ２１８亿元，新增就业 ６７万

人。完成棚户区征收和老旧住房小区改造全年任

务，建成经济适用房９３５套。多措并举解决学前教

育学位短缺问题，改造扩建五马路小学、四十三中

学，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成功举办第九届中

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健康南开”战略持续

推进，举办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通过全国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获评全国健康促进区。加

大对甘肃夏河县、环县和庆城县对口帮扶力度，各

项帮扶任务扎实推进。

４市容环境面貌明显改观。坚持以创文创卫

为抓手，下力量治理占道经营、交通秩序、社区环

境。实施区四大机关包保责任制，建立三级书记抓

创建工作机制，推动工作有效落实。加大违法建设

拆除治理力度，完成３４万平方米，打造保山道和士

英路示范路，彻底根治西关街３０余年的占道经营顽

疾。开展自然小区提档进位，完成１３个美丽社区创

建，社区环境明显改善。组织开展“万名干部进社

区、百日会战清环境”志愿服务活动。专项治理交

通秩序，规范免费公共停车泊位和共享单车停放

区。扎实推进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整体水环境

质量明显改善，全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全市

第三。

５社会大局保持安全稳定。坚持“战区制、主

官上”，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压实安全稳定责

任。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加大检查处

罚力度，一些重大安全隐患得到彻底解决。开展信

访积案集中攻坚行动，一批历史积案实现清仓见

底。坚持遏增量、消存量，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

保护了群众利益，维护了全区金融秩序。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挖背后的“保护伞”，群众安

全感进一步增强。高标准完成全国“两会”、中俄高

层友好交流活动、中非合作论坛等重要节点维稳安

保任务，实现零非访、零聚集、零通报。深入开展依

法治区，推进“七五”普法，获评“全国法治区创建活

动先进单位”。

６管党治党责任进一步夯实。坚持把抓好党

建作为最大政绩，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分发挥区委领导核心作

用，区委常委会定期听取“一府一委两院”工作情

况，完善与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沟通协商机制，深化

群团组织改革，工青妇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坚持党

管意识形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

意识形态责任制，牢牢守住意识形态阵地，高扬主

旋律、激扬正能量。举办首届“德润南开”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分享会，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狠抓

中央、市委巡视“回头看”和市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深入整治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和好人主义，坚

决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大力

２



　　　　　　　　　　特　　载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干部队伍结构不断优化。高标

准完成社区“两委”换届工作，社区党委书记和居委

会主任全部实现“一肩挑”。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

当问题专项治理，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查

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１５４件，处理２１０人。坚持正

风反腐高压态势，处置问题线索 ３８５件，立案 １６４

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１１１人，严肃查处姚家祥等违

纪违法案件。逐级制定责任清单和任务清单，加强

动态检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断压实，得到

市委检查组的充分肯定。

以上成绩的取得，是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区四

套班子同频共振、合力攻坚的结果，是全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拼搏进取的结果。在此，我

代表区委常委会向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清晰地看到工作中

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一是思想保守创新招法不多。

对照北京、上海、深圳等先进地区，我们视野和思路

不开阔，攻坚克难的毅力和决心不够，争创一流的

劲头不足，高校院所资源和历史文化底蕴结合利用

不充分，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谋划不深、招法

不多、力度不大，脑袋上的“津门”还没有真正打开。

二是结构不优新动能不足。金融、科技等现代服务

业贡献率低，民营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不高，规模小，

市场竞争力不强。楼宇经济发展不充分，在楼宇品

质、聚集度、管理水平上与先进地区差距还较大。

营商环境有待改善，一些单位和人员服务企业存在

走过场现象，推诿塞责、敷衍企业的行为时有发生。

三是西部片区基础设施存在短板。区内人口多、社

会保障压力大的现实将长期存在，西部片区教育、

文化、养老等设施建设短板明显。安全生产领域隐

患依然很多，拆违以及背街里巷和老旧社区环境治

理差距很大，城区管理精细化水平亟待提高。四是

全面从严治党存在薄弱环节。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监管责任压力传导不到位，有的基层党组织管理上

软弱，水流不到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时有发

生，“四风”问题和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好人主义还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个别干部顶风违纪违法影响恶

劣，一些干部不想为、不敢为、不会为问题依然存在。

以上问题，既是我们必须要用心用力破解的课题，

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用力所在。我们必须自我革

命、刀刃向内，真正拿出务实举措，切实加以解决。

二、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我市跨越负重前行、滚石上

山的战略性调整阶段至关重要的一年。我国仍处

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受中美贸易摩

擦等因素影响，发展环境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运

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形势复杂严峻，面临下行压

力。我市作为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的两大中心之

一，拥有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金字

招牌”，地位凸显、潜力巨大。由于我市经济发展正

处在重要战略性调整阶段，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

任务十分艰巨，今年我市的发展形势可能比去年还

要困难。我区作为中心城区核心区，创新资源集

聚，后发优势明显，在市委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共

同努力、奋力拼搏，经济社会发展势头很好，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全区思进求进氛围

日益浓厚，高质量发展态势正在形成。同时我们也

面临着房地产市场低迷、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影

响，创文创卫、改善民生等刚性支出增加，财政增收

压力加大。我们要准确判断形势，深刻认识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把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市委

的部署要求上来，坚决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按照市委全

会的部署要求，善于把握大势，坚定发展信心，保持

战略定力，把困难考虑得足一些，措施制定得实一

些，紧紧把握一个总要求，贯穿一条主线，全力抓好

五项重点工作，加快“创新南开”建设，奋力开创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

推动南开高质量发展，要在以下五个方面统一

思想、形成共识：

１关于提出“创新南开”定位方面。２００９年，

市委市政府将我区定位为“科技南开”，当时更侧重

于产业考虑。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后，各区根据区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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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和发展方向，对定位进行了调整。现场办公会

后，尤其是机构改革时，市委要求各区明确定位，我

们结合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新要求，综合区情禀

赋，未来发展趋势，提出“创新南开”的目标。这一

定位既与“科技南开”一脉相承，又扩大了它的内涵

和外延。“创新南开”不仅涵盖了产业方面的内容，

更强调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体制机制和

社会治理等全方位全要素的创新，是建设现代化新

南开的进一步具体化，包含的内容更丰富、更全面，

标准也更高。建设“创新南开”，就需要我们进一步

解放思想，坚决摒弃“小富即安、甘当老三”的保守

心态，对标国际国内先进理念和创新模式，树立勇

于超越、敢争第一的信心和决心，强化“坐不住、等

不起、慢不得”的志气和勇气，做到思想上与时俱

进、行动上轻装上阵、发展上高效突破。推动“创新

南开”建设，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思想解放这

一关过不去，其他都是空谈。解决了思想解放的问

题，我们还要解决方法路径的问题。十一届八次全

会以来，我们在创新引领、经济发展、规划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一些思路举措，体现了市委市政府的新要

求，符合南开发展实际。当前，市委市政府和全区

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只要

我们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紧紧围绕

制约南开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和短板，在保持定力中

砥砺前行，在破解难题中勇于突破，就一定能够推

动南开发展迈向高端。

２关于选准参照物方面。参照物就是跟谁比、

向谁学、赶超谁的问题。标杆找准了，我们就学有

目标，赶有方向。这次现场会上，市委明确指出南

开、和平、河西要建设成为中心城区的核心区，这与

区委十一届六次全会提出建设现代化大都市核心

区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既然是核心区，我们的工作

标准就应该更高，学习的榜样就应该主动向北京、

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区对标。北京海淀和深圳南山

充分利用区位和资源禀赋，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

成功之路，他们走过的路就是我们今后要走的路，

不仅要走，还要走得更快。我们只有瞄准这些先进

地区去学习取经，才能少走弯路，不断完善发展思

路、破解发展难题。

工作标准直接决定着工作成效，树立什么样的

标准决定着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凡事都要精心谋

划、用心组织，最后才有可能达到匠心结果。面对

建设大都市中心城区核心区的新要求，我们各项工

作都要强化标准意识，国家和市里有标准的，就要

主动对标对表，把标准融入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不

断提升工作水平；国家和市里没有标准的，我们必

须勇于向国际国内先进地区对标对表，主动向北京

海淀、上海黄浦、深圳南山等先进地区学习，学习他

们创新引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思维理念，学习他

们的市场化机制和市场化手段，学习他们体制机制创

新的经验做法，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找准用力方

向，创造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新业绩。

３关于用好独特的资源禀赋方面。南开之所

以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有

天南大和南开中学等知名的学府，有一大批国家级

和市级科研院所，这既是我们的底蕴优势所在，也

是我们最大的发展资源和潜力，要发挥好优势、用

好资源，就要牢固树立服务天南大就是发展我们自

己的理念。现场办公会上，我们提出了“树立一个

理念、建立两个机制、搭建三个平台”的思路，启航

创新大厦作为承接天南大创新资源的一个突破口，

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在这次机构改革中，

我们专门设立了协同创新办公室，主要为了有专门

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员来对接天南大等高校科研院

所资源，真正把我们的思路举措落地做实，创造一

个良好的创新生态，建设天津科技创新新高地。

４关于提高产城融合匹配度方面。区第十一

次党代会以来，我们提出“住宅保刚需、商业聚人

气、商务谋发展”的思路，关键就是要合理控制“商

住比”。狭义地说，这是我们城市规划的问题；广义

地讲，这是我们对城市长远发展如何定位的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后续出现的一些问题就会

日益凸显，黄金地段就产生不了黄金效益，一些公

共服务配套短缺问题解决起来就会越来越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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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们要切实统一思想，从土地利用规划源头抓

起，把合理控制“商住比”落实到具体地块具体项目

上。要强化科学规划引导，对未来规划开发的地

块，要坚持区域大平衡，集中打造一批高品质楼宇，

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同时，在公建配套上，保证

新开发的项目不欠账，逐步补齐短板，从根本上提

升我们的城区功能品质。在这里特别强调，对新开

工项目，公建配套和住宅必须同步建设；对已开工

项目，公共服务配套不到位，不予验收，决不能让开

发商把钱赚走了，包袱留给政府。

５关于招商引资中以税源经济为核心方面。

在某些层面上讲，政府和企业都要有一个算账的概

念，政府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服务好群众、服务好民

生，这就需要有一定的财力作保障，我们要加强税

源建设，保持税收稳步增长，不断壮大区级财力。

有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才能够更好地保障民生、改

善环境，解决发展中的难题。今后，招商工作要树

立以质量为导向、以税源经济为核心的招商理念，

构建大招商格局，招商项目要围绕税源建设展开，

多引进有税源的项目。一要抓紧建立招商评价机

制。要以质量论英雄，不以数量评成绩，赔本赚吆

喝的事坚决不能干。要全面梳理我区的产业扶持

政策，聚焦新动能培育、新业态引进，突出产业导向

和实际贡献，切实发挥政策扶持引导作用。二要强

化精细化管理。要建立统一的经济数据共享机制，

为经济运行分析和结构调整提供可靠依据。市场

监管、税务和财政等部门的工作要形成闭环体系、

形成工作合力，符合国家减税免税政策的要坚决执

行到位，对于违法经营、偷税漏税的要依法打击，确

保应收尽收。三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今年，受

经济下行和减免税因素影响，财政增收压力很大。

我们要坚持开源节流，压缩一切不必要的开支，最

大限度地把财力投入民生领域，增强老百姓的获得

感、幸福感。

三、２０１９年工作重点

关于今年全区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以“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认真落实

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把握

一个总要求，贯穿一条主线，全力抓好五项重点工

作，加快‘创新南开’建设”，即：牢牢把握“依靠创新

驱动、优化体制机制、完善社会治理、推动发展迈向

高端”这个总要求，把解放思想、创新引领这条主线

贯穿始终，全力抓好全面从严治党、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城市建设管理、社会安全稳定

五项重点工作，加快“创新南开”建设，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区委工作要点

已对全年工作作出详细安排，审议通过后要抓好贯

彻落实。再强调四个方面工作。

１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推动发展

迈向高端。发展是第一要务，经济工作上不去，其

他工作就没有经济基础。经济工作的总体思路就

是要以创新引领为动力，以楼宇经济和总部经济为

重点，以税源经济为核心，以新动能培育为方向，优

化整合调存量、招大引强扩增量、腾笼换鸟促转型，

全力推动主导产业加快聚集，建立一个个“立起来

的开发区”。一是高标准完成主要经济指标。今

年，我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４５％，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确定这样的

目标，体现了市委的担当和定力。我区确定了今年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这是区政府向人大会

报告的目标。我们还确定了一个蹦一蹦能够得着

的争取目标，就是地区生产总值６％，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５％，固定资产投资８％，要按照这个目标部署

各项工作。我们确定这样的指标，是经过认真研究

测算的，充分考虑了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因素的影

响，是符合我区客观实际的。如果我们地区生产总

值能保持６％的运行区间，２０２０年我们的经济总量

将突破１０００亿大关，这将极大提振民心士气，为我

们争取更大的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深化与高校院

所协同创新。牢固树立“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理

念，全力破解协同创新这一重大课题，这是我们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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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作的重中之重。要构建良好的创新生态，围绕

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营造

开放协同高效的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强化与市

相关部门沟通，争取在创新要素集聚、政策集合、产

业规划提升和业态控制调整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

要出台“三个平台”建设实施办法，引入和对接天使

投资、风投、创投、产业基金等社会资本，促进创新

要素与市场主体结合。要加大与高校院所科研人

员直接对接力度，鼓励他们带着项目创新创业。启

航创新大厦是我们用好高校院所资源的一个突破

点，这个经验做法要结合我区楼宇特点复制推广，

通过政策引导、业态调控、产业聚焦，盘活用好万科

时代中心和科研西路十字街区等天南大周边的楼

宇载体，做实环天南大知识经济创新圈。要推动创

新要素向西部流动，高标准规划建设好西营门２２

平方公里核心区，打造启航湾创新产业区，带动西

部地区开发建设。我们在现场办公会上提出申请

４０亿元专项政府债，市委市政府非常支持，当场拍

板答应。要抓紧做好前期手续准备等各项工作，确

保专项债得以实现，为西营门核心区开发建设创造

有利条件。三是完善国资监管体系。从近年来出

现的问题看，国资监管是我区的薄弱环节，既存在

国有资产低效运营的问题，也存在一定的廉政风

险。比如仅一个国投公司，给南开造成了１０亿元的

损失，达到了去年财政收入的１／４，如果我们还不警

醒，还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对市委市政府、

对全区人民群众就无法作出交代。去年，区政府已

经要求各单位公产房一律登记造册，初步拢了一

下，面积达到２００万平方米以上。这么多年来，一方

面，我们的机关、社区居委会在租房；另一方面，散

落在各部门的这些宝贵资产在低价出租或者空置，

有些房屋产生纠纷后，由于合同没到期，没有赚到

钱，还要赔偿人家违约金。我们必须要改变国有资

产低效运转和流失的状况，公产房收回后，区国资

部门和公房管理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来，统一管

理、统一调配，使其发挥最大效能。今年，区属国有

企业改革要作为重点改革任务，按照市委混改的要

求，该整合的整合，该出清的出清，该注销的注销，

切实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四是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营商环境体现一个地区的软实力，也是一个

地区核心竞争力所在，营商环境好的地方，发展就

快，经济就有活力。去年现场办公会上，我区的营

商环境被市委市政府点名批评，教训十分深刻，说

明我区在营商环境上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短板。我

们要强化“企业无事不插手、企业有事不撒手”的服

务理念、“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南开形象”

的责任意识，瞄准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各项指标，逐

一落实责任，逐项补齐短板，该办能办的事情就要

痛痛快快去办，全力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竞争

力强的营商环境。特别是要知耻而后勇，从哪跌倒

就要从哪爬起来，扎实推动“一制三化”审批制度改

革，力争走在全市前列，使南开真正成为亲商安商

利商富商的投资旺地。

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倾心用力保

障和改善民生。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着党的执政宗旨，关系着

群众的切身利益。具体工作再说两点，概括起来就

是要解决“一老一小”问题。“老”就是做好养老工

作。目前，我区 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 ２４３７

万，占到户籍人口的 ２８４％，８０岁以上高龄老人

３６万人，独居老人１５万人，每千名老人床位数２８

张，低于国家标准。我们要以全力推进全国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为契机，多渠道筹措资

金，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养老事业，力争通过努力，使

床位数量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同时，要开展养老

院服务质量和安全建设专项行动，满足老年人多层

次多样化需求，为老年人创造一个安全、舒适、便捷

的养老环境。“小”就是学前教育学位。目前我们

幼儿园学位和小学学位各缺１万余个。这方面，刚

才在讲提高产城融合匹配度中已作了强调。今年，

我们关键是要按照研究确定的工作方案，完成８个

幼儿园改扩建任务，全年新增规范提升学位 ５０００

个，着力解决入园难问题。这项工作必须关死后

门，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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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坚持以创文创卫为抓手，打造干净整洁文明

有序的城区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不仅要经济发

展高质量，城市建设管理和环境品质也要高质量。

开展创文创卫，就是要以此为抓手，全面提升我区

的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这两项工作，市委市政府

有要求，我们对全区群众有承诺，必须树立敢打必

胜的信心，以开弓没有回头箭的决心，实打实抓基

础、硬碰硬攻难点，切实高标准完成好年度创建任

务。一是坚持创文创卫联动。创文创卫互相促进、

互为条件，创卫是创文的基础，创文又反过来促进

创卫。我们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今年双创都

进入第二年，也是承上启下、强化攻坚的重要一年。

市里对我们非常支持和关注，去年全国文明城市测

评组对我区进行了考核，虽然具体情况还没有反

馈，但可以看出竞争非常激烈。今年要继续坚持创

文创卫和食安城创建一起抓，落实好三级书记抓创

建机制，确保创建工作统筹协调、相互促进，整体提

升。要强化创建工作是各部门各单位的本职工作，

就要用全国创建的标准来要求来落实，每个单位每

个干部都是主力军，不能两张皮。实施市容环境综

合整治，精准施策，靶向发力，重点整治城乡结合

部、老旧小区等脏乱点位和背街里巷道路，切实提

高创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开展占路经营和

道路停车专项治理，重拳治理二马路等容易回潮的

重点道路，解决道路机动车、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

顽疾，不断提升城区品质。二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去年现场办公会上，我们提出打通两条断头

路，得到市里的大力支持。这件事情，不能等靠，要

主动对接市级部门，加快整理拆迁，打通长江道与

西半环快速路、保山道与保山西道２条断头路，方便

群众出行。同时，要加大城市积水点改造，提高设

施设计标准，增强城区排涝能力，解决城市内涝问

题，切实提高城市载体功能。在街道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区美术馆等方面加大投

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功能。三是加强生态环境建

设。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环境问题

也越来越成为群众关注的焦点。这几年，通过全市

上下努力，过去是“等风来”，现在“蓝天白云”常在。

我们抓环境问题的态度是坚决的，要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持续改善空气质量，重点治理黑臭水体，有效

管控城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让我们的天更

蓝、地更绿、水更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４坚持把安全稳定作为第一责任，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

故，事故就要处理”的理念，按照“四铁”要求，战区

制、主官上，坚决守住安全稳定这条底线。一是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我区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但

总有一些“翘脚”的地方，去年五金城和金禧酒店两

场火灾就被市里点了名，小火亡人事故突出。我们

要绷紧３６５天每天都是安全日这根弦，把安全生产

作为底线、红线、生命线，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

要落实领导责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严格部门监

管责任，夯实街道属地责任，重拳狠手整治城中村、

群租房、老旧小区等人员密集场所隐患，加强对危

险化学品、建设施工、公共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领

域的常态化地毯式排查整治，坚决杜绝重大安全事

故发生。二是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建立三级信

访问题化解机制，发挥领导包案、定期议稳、督察督

导作用，落实属地属事责任，下力量再化解一批信

访积案。我区是非法集资重灾区，要深入开展非法

集资专项整治，加大力度消存量，有效措施遏增量，

让非法集资在我区没有生存空间。万兴街社会治

理创新试点工作今年进入第二年，要在原有的基础

上继续深化，走出一条大都市核心区基层社会治理

的有效途径。要切实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创建“无黑”南开。

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要坚决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不断强化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效为南开

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１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政治建

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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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

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中央和市委的决策部署不折

不扣贯彻落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坚决落实好“三个着力”重要要求，

把市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到位。进一步强化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切实做到思想入心、阵地必

占、形式多样、成果显著。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挺在前面，持续整治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和好人主

义，彻底肃清黄兴国恶劣影响，营造风清气正、海晏

河清的政治生态。

２要高质量完成机构改革任务。这次机构改

革工作是一场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深刻变革，

力度之大、影响之深、涉及面之广前所未有。要进

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按照市委的部署，落实

好《南开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确保三月底前完成

改革各项任务。聚焦关键环节和重要节点，科学设定

部门“三定”规定，全面理顺、厘清街道部门的职能职责

关系，让机构更加符合优化职能和事业发展需要。正

确认识机构调整撤并，抓紧抓好转隶组建工作，正确对

待个人进退留转，自觉服从组织安排，新组建部门尽快

挂牌运转、高效运行。严肃执行各项纪律规定，确保改

革期间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

３要选优配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坚持党

管干部原则，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

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

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

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

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目前我区干

部队伍结构上短板比较突出，特别是作为中坚力量

的处级干部，年龄偏大，结构不优，梯队建设出现断

层，年轻干部培养力度不够。一些干部精神状态不

佳，能力短板明显，与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还有差距。我们要结合机构改革的有利契机，在优

化干部结构上下功夫，在提高干部能力素质上下功

夫，在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干部

素质培养选拔使用考核激励工作机制，重点抓好

“一把手”的选拔使用，加大年轻干部培养，逐步形

成合理的梯次结构，提高专业化水平，为南开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４要夯实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党的基层组

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的基础，担当执政使命，关乎执政根基。要严格落

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

出政治功能，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存在“水流不到头”、党内

政治生活不规范不严肃、领导基层治理能力不强等

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基层党建品牌化建设，提升社

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两新”组织党建整

体质量。去年，我们完成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换届

选举，全部实现“一肩挑”，今年要在发挥作用上下

功夫，切实提高领导基层治理、服务群众的能力。

５要始终保持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全面从

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将“严”字长期坚持下

去。我区党风廉政建设形势仍然严峻，违纪违法等

腐败问题时有发生。目前，我区全面从严治党“上

热”还不够，这个“热”不是单指个别人的“热”，而是

全体区级班子每一名成员都要“热”，只有“上热”的

温度达到了，才能传到下面，实现通体全热，有效解

决“水流不到头”的问题。今年要把不作为不担当

问题专项治理和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合

起来，加大惩戒力度，坚决查处一批不作为、慢作

为，怠政懒政的反面典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能干

事、会干事、干成事、不出事。要完善容错纠错机

制，为大胆干事的干部撑腰鼓劲，营造干事创业的

正能量。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干预金融活动谋取私

利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坚持严管就是厚爱，用好监

督执纪“四种形态”，落实新的纪律处分条例，抓早

抓小抓初萌。做实做细监督职责，深化政治巡察，

着力在日常监督、长期监督上探索创新、实现突破。

有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重点整治群众身边

腐败问题，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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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实干托举梦想，奋斗成就未来，让我们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创新竞进、奋力攻坚，加快建设“创新南开”，以

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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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在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南开区区长　孙剑楠

（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南开区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政

府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区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

员提出意见。

２０１８年工作回顾

２０１８年，区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区委的坚

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和区政协的监督支持下，紧紧围

绕“迈入新时代、贯彻新思想、瞄准新目标、展现新作

为”的工作要求，锐意进取、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真抓

实干，全面完成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区域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一年来，我们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大力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高质量发展综合

指标位居全市前列。预计，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８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６％，超出年初预定目标１个百

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４３１７亿元，税收占比

８９６％；实现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５亿元；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超过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超额完成节能

减排降碳目标。

一、重培育促集聚，转型升级迈出新步伐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着眼加快启航湾创新产

业区建设，盘活整合环天南大周边载体资源，打造启航

创新大厦，聚集了一批智能＋科技类的科技企业，１５个

高校创业项目实现落地转化，在市现场办公会上得到

市主要领导的好评。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获批天津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项目，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达２４５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达４９３６

家，规模过亿科技型企业达７８家。万人人均发明专利

拥有量为６４６２件，居全市首位。新经济增长点迅速发

展，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打造以中汽工程为核心的

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以九安医疗为

核心的移动医疗健康产业创新联盟，百脑汇成功转型

为科技智能广场。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５家企业挂

牌天津ＯＴＣ，引进珠峰保险天津分公司等地区性金融

总部，全区金融机构达４９１家，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超

过４０００亿元。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建设时

代奥城夜市街区，打造仁恒置地广场品质生活典范中

心，预计全年累计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５７３３亿元，

同比增长６％。

二、抓改革优服务，机制创新释放新活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任务，为小微企业减免税收１５８亿元，节约用电成

本约２４２４万元，累计盘活空置面积 ７８８８万平方

米，提前半年超额完成三年任务。稳步推进国企改

革，制定国资监管权责清单和负面清单，完成２户国

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预算执行改革，成立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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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投资评审中心，完成对１２５个财政性投资项目的

评审工作。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全区１０个重点项目进行评价，总金额为４５７

亿元。严格政府性债务管理，对全区３２９家单位进

行资产及债务摸底，切实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加

快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南开区承诺制标准化智能

化便利化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细则》，“五减”改

革加快实施，全部区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办

理，预计全年新注册企业５５００余户，注册资本超过

２００亿元。深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建立

完善区领导和相关部门包联企业制度，政企互通服

务平台收集企业问题 １２５６个，解决率 ９６３％。落

实“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进各类人才１０２６２人。

三、招大商促融合，合作交流收获新成果

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北京非首都核

心功能疏解，落实区领导带队学访、相关部门全程

对接和干部挂职专项提升的联动服务机制，建立中

粮广场等６家协同发展示范基地，在京召开８场主

题招商推介会，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项目合作扎

实推进。加大精准招商力度，世嘉智能科技主题公园、

微云结算中心等一批优质企业来南开投资兴业，引进

注册千万元以上企业４４９家，预计全年完成招商引资

额２５５亿元。加大对甘肃夏河县、环县、庆城县对口支

援力度，落实专项帮扶资金５３２０万元，开展产业扶贫系

列活动，助力受扶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四、攻难点补短板，载体功能得到新提升

坚持规划引领，完善西营门片区城市设计方

案，完成二十五中学等五个地块的控规调整。项目

建设破难推进，保泽道地块顺利出让，迎顺大厦、熙

悦广场二期等１０个项目开工建设，春景大厦、景丰

园等１０个项目稳步推进，全区在施面积４０１万平方

米，新开工、竣工面积均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超额完

成全年任务。率先启动地铁 ７号线福安大街站征

收，基本完成５号线土地注销工作。提升改造鞍山

西道、西湖道等１０条道路，完成１９条道路２１万平

方米裸露硬化。改造积水点２３处，完成青年路雨水

管线、南大道与西马路交口排水管建设，主汛期城

区排水通畅。编制“海绵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开

展“公厕革命”，完成３３座公厕改造。提升奥体中

心等３９７处点位、１６千米海河堤岸夜景灯光设施，

圆满完成“达沃斯”等重大活动夜景灯光保障任务。

五、造氛围树亮点，创文创卫取得新进展

落实“双创”联动机制，开展“万名干部进社区、

百日会战清环境”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文明创建深

入人心，市容市貌大变样。全力打好占道经营、交

通秩序、社区环境三大攻坚战，治理存量违法建设

１２９５６处、３４万平方米，清理主次干道及里巷道路两

侧堆物堆料５０００余处，西关街持续３０余年的占路

经营顽疾得到彻底根治，得到群众交口称赞。以保

山道和士英路为标杆，带动３０余条示范路的打造。

提升绿化面积１３０万平方米。加大交通安全教育和

源头管理力度，施划涉及４６条道路的机动车黄色禁

止停车标线和共享单车停车泊位１５２４块，交通秩序

持续好转。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设立水质监

测点３３个，启动实施仁爱河清淤水循环项目，对辖

区内河道、湖泊及沿线开展全面排查治理，整体水

质改善率同比超过２０％。持续推进清新空气行动，

完成１２座供热站共４３台锅炉低氮改造，ＰＭ２５平

均浓度同比改善１４８％，全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５７，位居全市前列。

六、重投入强保障，群众生活得到新改善

改善群众生活２０件实事全部落实，一批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实现新增

就业６７万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８％以内。累

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和生活补贴２１８亿元。新裕

里等“老三片”棚户区征收任务全部完成，灵隐南

里、昌源里和７个零散点棚改稳步推进，建成经济适

用房８７万平方米。完成２８８个老旧小区及远年住

房改造任务，１９４万户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提

高物业补贴标准，强化旧楼区长效管理机制，全年

整改各类问题１６万余处，旧楼区面貌明显改观。

制定落实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

方案，构建养老、医疗、护理、康复相衔接的医养服

务模式，养老云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南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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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厂菜市场建成开业，群众生活更加便利。

七、促均衡提质量，社会事业实现新发展

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五马路小学、四十三中

学改扩建主体完工，组建南开区科技实验中学，积

极推进课程与教学改革，中高考成绩再创新高，获

评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案例。健康

南开加快推进，区中医医院搬迁并实现门诊全部

开诊，建成南开区卒中中心，新建 ２个社区服务

站，获评全国健康促进区，通过全国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复审。大力推进爱国卫生运动，顺利完

成创国卫病媒生物防制市级验收。深化“区街居”

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成功举办第九

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组织开展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暨文化宫成立６０周年庆祝活动、“文化大

讲堂”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近１０００场。完成《南

开区志（１９７９—２０１０）》编修。举办第２３届全民健

身运动会，１７３个社区体育路径达３８７条，在市第

十四届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人口计生、妇女儿

童、侨务外事、民族宗教、人民武装、人民防空等工

作取得新进展。

八、抓基础守底线，社会治理展现新格局

圆满完成１７３个社区党组织和１７１个社区居委

会换届工作，全部实现社区党组织书记与居委会主

任“一肩挑”。强化社工队伍分类培训，全面实施网

格化管理，社区律师服务覆盖率１００％，万兴街道社

会治理创新试点工作稳步推进，精治、法治、共治水

平有了新提升。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落实３０００

万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大排查大整治，整治安全隐患２８１０４处。持续开展

娱乐场所、加油站等消防安全专项治理，为老旧小

区配备灭火器１９１４０套。开展食品药品系列专项整

治行动，捣毁非法药品黑窝点３４处，集中销毁一批

非法药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４６件信访积案

实现“清仓见底”。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双

百行动”，成功调处１５８５起，调处成功率９９％。全

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持和谐稳定局面。

九、转职能改作风，政府自身建设迈上新台阶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维护核心、铸就忠

诚、担当作为、抓实支部”主题教育实践，政府工作人

员“四个意识”更加牢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落实

“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增强。严格

执行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自觉接受区人大

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圆满完成全

区“十三五”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办理区级人大

代表建议８４件、政协提案１２４件，办复率和满意率

１００％。“七五”普法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考核被评为

全市优秀，获评全国法治区创建活动先进单位。深入

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认真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对涉及政

府投资、公共资金等重点领域的３９个项目实施审计

监督，着力整治了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针对市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逐条制定措

施、明确节点，加强整改落实。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我们紧抓发展机遇，积极

应对风险挑战，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锐意进取

的改革勇气，顽强拼搏、克难奋进，开创了高质量发

展的新局面。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市委、市政府和区

委的坚强领导，得益于区人大、区政协和社会各界

的监督支持，得益于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

力。在此，我代表区人民政府，向在各个领域和岗

位辛勤劳动的南开人，向所有关心支持南开发展的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驻区单位、社会各界朋友，表

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总结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政府

工作还有不小差距。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结构不

够优化，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现代服务业

集聚效应和贡献程度还不够高，民营经济发展不充

分，楼宇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有待提高；二是营商环

境亟待改善，“产业第一，企业家老大”的意识树得

不牢，个别窗口单位发生的政策解释不清、服务意

识差等问题影响了南开营商环境，教训深刻；三是

南开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问题没有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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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根治，全区背街里巷和老旧社区治理还有不少短

板，教育、卫生、文体、养老等设施建设与群众期望

仍有差距；四是安全生产领域仍存较多风险和隐

患，运用信息化手段排查治理安全隐患还不到位，

化解信访和非法集资案件的能力和水平有待加强；

五是一些干部思想认识与新时代发展的要求还不

相适应，主动谋开放、求发展、争一流的意识不强，

消极懈怠、执行不力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腐败问

题仍有发生。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

采取有力措施，着力加以解决。

２０１９年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２０１９年是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关键之年，也是天津跨越负重前行、滚石

上山的战略性调整阶段至关重要的一年。展望新

的一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动能转换的任务十分

艰巨。我们既要对困难和挑战做好充足的思想和

工作准备，更要保持战略定力，主动从重要战略机

遇期新的内涵中找动能，在结构调整阵痛凸显的挑

战中求突破。只要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扎

实实、倾心用力地干，就一定能在新的一年中大有

作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更加注重用改革的办法解难题，用市场化、法治化

手段求突破，在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

八字方针上下功夫，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先

进位。要坚持“大都市中心城区核心区”建设标准，

更加注重把南开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全市“一基

地三区”发展定位中谋篇布局，充分用好区位、科技

和文化等资源优势，明晰“创新南开”功能定位，努

力打造创新发展的“引擎区”。要坚持把解放思想、

创新引领贯穿始终，更加注重以思想创新引领观念

变革，以机制创新破除发展障碍，以科技创新带动

全方位创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新经济、新业

态、新模式加快发展，营造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

要坚持以项目化、工程化、清单化管理强化政府执

行，更加注重营商环境的改善，运用大数据、互联网

等新技术优化服务，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落

实落地，为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

性基础。

２０１９年政府工作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以“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按

照市委十一届五次全会暨经济工作会议、区委十一

届十次全会部署安排，围绕区委确定的“把握一个

总要求，贯穿一条主线，统筹抓好五项重点任务，加

快建设创新南开”的总体目标，抢抓机遇、顺势而

为，着力在发展动能转换、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民计

民生改善、城市品质提升、优化政府服务等方面对

标提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２０１９年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５％，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６％，节能

减排降碳完成进度目标。围绕上述目标，重点抓好

以下工作：

一、明晰创新驱动新路径，在发展动能转换上

对标提速

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充分发

挥区域高校、科研院所聚集优势，积极借鉴北京海

淀、上海黄浦、深圳南山等区域创新发展经验，以启

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为重点，加快创新资源整合、

要素集聚、能力提升，形成动能转换的“加速度”。

强化协同创新。成立区域协同创新服务办公

室，加快建立政府、高校院所和企业协同创新模式，

做到应用场景、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的高度结合。

完善校区主要领导每季度走访、分管领导每月沟

通、相关部门随时对接的常态化机制，促进校区、园

区、社区融合联动。建立与市级部门、科研院所共

建共促机制，在重点项目导入、创新平台建设等方

面争取政策支持，打造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汇

聚协同创新合力。成立南开科创集团，加快科创投

资基金实体化运作，建设一批新的专业化科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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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加速器和众创空间，打造具有南开特色的

科技服务体系，打通科技与产业对接通道。

打造创新载体。聚焦产城融合，全力加快西营

门核心区开发建设，推进地产 ＋产业运营模式，打

造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的软产业聚集区，促进

创新要素向西部片区流入。提升整合鞍山西道周

边业态，做强启航创新大厦，助推高端人才服务中

心、天大智能科技与安全研究院等项目落地，精准

滴灌、重点扶持文恒科技、天大泰和等企业发展，增

设服务配套设施，打造时尚便捷、服务双创的共享

空间。启动万科时代中心启航智能科技大厦项目，

打造线上线下一站式综合科技服务中心，有效聚集

高端智能科技企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快推动

创新创业十字街区、科技广场、８３５８所和４６所的功能

再造、业态重塑，打造集智能研发、软件与信息服务、

文化创意、展示交流于一体的产学研孵化集群。

构筑人才高地。深入落实“海河英才”行动计

划，着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以天津

大学、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校友会为纽带，聚焦战略

性新兴产业，聚焦“团队 ＋项目”，着力引育一批急

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创新高校院所知识产权交

易、科技成果转化支持政策，使南开成为高校师生、

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沃土。优化人才“绿卡”制度，

加快推动三峰客车厂地块企业自持租赁住房项目

建设，进一步拓展人才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

保障服务，形成各类优秀企业和人才引得进、留得

住、用得好的良好局面。

二、做强做优主导产业，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

上对标提速

现代服务业是发挥中心城区比较优势，提升南

开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我们要围绕加快产业存量

升级、增量转型，进一步提高科技创新、现代金融、

商务文旅等重点产业占比，着力构筑高质量发展的

产业支撑。

加快培育新兴产业。依托天大、南大学科优

势，科研院所研发优势以及以中汽工程为代表的创

新联盟优势，打造高水平研发与成果转化平台，精

心培育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智能安防等人工智

能产业。着力推进航天云网、阿里云等一批在谈项

目落地，打造“云”集南开品牌。发挥驻区高校、医

院医教协同优势以及九安医疗、中新药业等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大力发展生物医药研发、医疗器械等

健康产业。引导和支持传统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新增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２０家、科技型企业２００家。

大力发展商务金融产业。延伸南京路高端商

务发展带功能，做强海光寺城市节点。深耕法律服

务、电子商务等优势行业，促进人力资源、专业咨

询、检验检测、服务外包等业态发展。提升金融街

业态和服务功能，重点引进功能性总部和省级分支

机构，加速风投、创投、天使基金等现代金融要素汇

聚，促进科技企业、项目与股权投资机构对接，助推

优质科创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融资。

促进商旅文融合发展。加快传统商贸提档升级，

构建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智能商圈、智慧商圈，加快

鲁能城、天拖商业街体验式消费街区建设，打造时代

奥城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推进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

提质扩容，引入高品质运营商，盘活区域文化资源，大

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着力提升古文化街经营业态，

培育文化旅游消费新热点，做实以“老城津韵”为代

表、商旅文融合发展的南开文化品牌。

开展高质量招商引资。坚持以高质量项目为

支撑，以税源经济为中心，更加主动融入京津冀协

同发展，着力构建大招商格局。坚持在京召开主题

招商推介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主题示范载体建

设，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主动服务雄安

新区发展。以５００强企业和行业细分１００强企业为主

攻方向，强化“一对一”、定制化服务，积极开展精准招

商、专业招商、主题招商、以商招商、以科技成果招商，

引进一批总部型企业。发展壮大楼宇经济，打造“立起

来的开发区”。加快盘活楼宇存量，全年盘活空置楼宇

１５万平方米。推动楼宇服务标准化建设，切实提高楼

宇企业入住率、注册率、经济贡献率、企业满意率。确

保实现招商引资到位额１０６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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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瞄准世界标准、国内一流

营商环境各项指标，逐一落实责任，逐项补齐短板，

形成“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南开形象”的良

好氛围，全力打造办事方便、法治良好、成本竞争力

强、生态宜居的营商高地。深化“一制三化”审批制

度改革，全面推行信用承诺制度，推行场景式审批。

打造区电子政务智能服务平台，推进互联互通、数

据共享、业务协同，实现“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一次办”。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深化“双随机、一公

开”和联合惩戒，推进政府行权方式转变。切实落

实减税降费措施，深化“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完

善包联企业、定期走访、跟踪督办等制度，真心实意

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认真落实我市《关于进一步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意见》，出台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举措，提高民营企业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全力搞好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三、着眼提升城市品质，在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上对标提速

“现代化”是提升城市核心区品质的必然选择

和现实要求。对标现代化大都市和创文创卫的标

准，我们要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准建设、高标准管

理，不断提升城区承载力、宜居度和品位形象。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统筹谋划区域空间和产

业布局，合理控制“商住比”，完善重点区域规划，实

现“一个规划、一张蓝图”干到底。加快双峰道、制

本厂等１０个城建重点项目建设，做好迎风道鹤园南

里、五金城西等地块收储，推动红旗南路、六马路等

地块出让，力争全区在施面积达３００万平方米，新开

工面积７０万平方米，竣工面积４０万平方米。提升

改造沱江路等１０条道路。落实打通长江道、保山道

２条“断头路”的前期工作，着力做好长江道沿线的

整理拆迁，打造东西贯通、要素流动的通道。加快

海绵城市建设，完成宜宾北里、冶金里等７处积水点

改造。深入推动电网发展“１００１工程”，提升供电保

障能力。扎实做好地铁７号线站点征收拆违、８８处

在施配套公建用房建设、新建１０座公厕等工作。

打好创文创卫攻坚战。巩固“双创”联动成效，

坚持开展机关干部带头、群众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

活动，强化文明行为引导和素质提升，推进文明城

区、卫生城区创建常态化。把精细化标准贯穿城市

管理各个环节，重拳治理道路沿线占路摆卖问题，

提升１００条背街里巷道路环境。集中攻坚、全力完

成好拆除违法建设目标，坚决遏制新增违建。加快

以老旧居住区为重点的绿化提升改造，提升绿化面

积３０万平方米。扩大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逐步实

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强化交通秩序治理，

加快推行静态停车系统建设，打造安全有序的道路

交通环境。完善城市管理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发挥

城管数字化信息平台作用，加强城市实时有效监

控，着力解决城市管理中跨行业、跨部门、跨边界的

重点难点问题。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全面落实“１＋５”污染防

治攻坚体系，推进“环保垂改”落到实处，形成相关

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环保大格局。打好蓝天

保卫战，持续做好“五控一加强”工作，完成燃气锅

炉低氮改造任务，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打好碧

水保卫战，坚持“一湖（河）一策”，推进卫津河、四化

河水质自动监测站建设，完成南运河密云路桥段、

津河水郡花园和文水路段河岸提升改造，排查整治

黑臭水体，切实改善水环境质量。打好净土保卫

战，严格地面沉降防治和危险废物监管，有效管控

城区建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加快推进节水型社会

达标建设。深入推进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实现

辖区内全部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安装。

四、紧扣民生服务新需求，在改善民生和创新

社会治理上对标提速

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就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百姓心为心，着力推

动公共服务优质均等，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

格局，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扎实办好惠民实事。突出精准靶向，实施新一

轮２０项民心工程。强化对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带动

就业的政策支持，促进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确

保实现新增就业４万人。认真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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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完善困难群众专项与分类施保相结合的

救助机制，确保社会救助有需必救、精准救助。整

合提升托养服务设施，为１００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

障碍设施改造。加大灵隐南里、昌源里和七小片棚

户区拆迁征收力度，加快钢丝绳厂、服装一厂保障

房项目建设，全面推进２１５个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持

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深化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

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再建２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推

动美坪园养老设施社会化运营，努力在医养结合和

智能养老方面先行先试、创出经验。打造“菜篮子”

亮点工程，提升改造５个菜市场。扎实推进对口帮

扶工作，在产业扶贫、智力支援、支撑保障上精准发

力，助推受援县脱贫致富。

均衡发展公共事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深化

教育布局调整，加快推动二十五中学灵隐道校区、

科技小学等学校提升改造工程，鼓励支持并规范民

办学校和幼儿园建设。新建改造８所幼儿园，提升

５０个托幼点，全年新增规范提升学位５０００个。开

展以“名师、名法、名课”为主要内容的名师发展工

程和第二届卓越教师评选工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和师德师风教育。继续探索实践联盟办学等办学

模式改革，深化课程建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打造南开优质教育品牌。大力发展卫生健康事业，

积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实施。加快紧密型区域医联体和专科医联体建

设，完善重点人群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启动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建设，新建和提升一批社区卫生服

务站，推动基层医疗机构向健康管理服务模式转

型。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凝魂聚力，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提升街

道、社区文化设施功能，启动区档案馆建设，建成

区美术馆。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７０周年”“飞雪

迎春”等系列文化惠民和文化品牌活动，用心用情

讲好“南开故事”。举办第２４届区全民健身运动

会，更新维护一批街道社区体育健身路径，提升

“全国武术之乡”知名度和影响力，争创全国双拥

模范城“五连冠”。

深化美丽社区创建。以培养全科社工为重点，以

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事项准入制度为保障，制定职责清

单、减负聚力增效，着力打造一支业务技能好、服务能

力强、综合素质高的社工队伍。拓宽思路、全力推进

社区活动用房达标建设。完善旧楼区长效管理工作

机制，压实物业企业的责任，推动“红色物业”创建，进

一步提升旧楼区管理水平。依托区社区社会组织创

益中心，积极推动５７个公益创投项目实施，做强公益

性法律服务品牌。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做

强做实区街两级综治中心。深入推进万兴街社会治

理创新，在破解环境整治、社区软硬件提升以及特殊

人群服务管理等难题中探索治理模式，形成可复制推

广的经验。加快“智慧南开”建设，推进全区视频监

控资源联网整合，提升综合治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积极发展“互联网＋服务”，加快补建便民服务网点，

满足老百姓家门口的消费需求。

强化安全稳定保障。坚决维护国家安全，严厉

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和宗

教极端活动，加强网络舆情监测预警和导控管控，

以“平安南开”为“平安天津”建设做贡献。严守安

全生产底线，加快信息技术与安全生产的深度融

合，抓好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坚决

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和消防事故的发生。全

面开展安全、消防宣传教育“六进”活动，着力做好

社区孤寡老人智能安全装置配备，杜绝小火亡人事

故发生。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开

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积极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防范化解债务和金

融风险，严格管控政府债务总量，坚决遏制隐性债

务增量，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全面加强对小额

贷款公司等７类市场主体监管，清除非法集资风险

隐患。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预防和处置突发问题的

能力。健全维稳工作责任体系，用好领导包案、定

期议稳、督查督导等机制，持续推动信访积案攻坚

化解。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压严打、除

恶务尽，全力创建“无黑”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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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载

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在建设人民满

意政府上对标提速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要坚决把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政府工作的全过程、各方

面，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

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加强政治建设。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坚守政治

属性、扛起政治责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认真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

导。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厚植党内政治文化，坚决肃清黄兴国恶劣影

响，持续推进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好人主义治理。

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强化“头雁”效

应，层层压实责任，解决好“上热中温下冷”问题，推

动政府系统政治生态持续向善向好。

坚持依法行政。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

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区政协民主监督，认真执行

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和决定，坚持重大决策向区

人大报告制度，提高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

质量。健全政府议事决策机制，完善重大行政决策

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等程序。深化政

务公开，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加强政府工作人员

管理和业务培训，认真做好政策宣传解读。深化行

政执法体制改革，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

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和普法责任清单，推

动普法工作向规范化、制度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全面深化改革。按照中央和市委、区委关于机

构改革的有关要求，优化区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把该放的权力切实放下去，该管的事务真正管

起来，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进一步理顺管理

体制机制，厘清主管部门和街道的职责边界，推行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做到“一条责任

链、服务不断线”。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勇气加快

推进国企改革，引进具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参与国企

混改，完善国有资本运行监管，加强区属行政事业

单位国有不动产管理，坚决杜绝国有资产流失。深

化预算执行改革，强化预算约束，建立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预算项目的

评审和财政监督，实现全额拨款预算单位全部进行

国库集中支付。

切实转变作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过紧日子、节用裕民，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违规干预

金融活动谋取私利问题专项治理。强化工程建设

招投标、政府采购等重要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加大

对重点资金、重大投资、重点岗位的审计监督。大

兴学习之风、深入调研之风、亲民之风、尚能之风，

着力提升政府执行力。坚持问题导向，把学习借鉴

国内外先进地区发展经验与区情实际相结合，察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创造性地推动中央和

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坚持以敬畏之心

对待群众、对待市场主体，高处站位、实处落地，树

立以干成事论英雄、以解决问题论成败、以高质量

发展项目和高水平创新成果论业绩的鲜明导向，多

想“怎么办”、少说“不能办”，使“马上就办”成为政

府工作常态。坚持以狠抓市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落实为契机，持续开展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

理，以疾风厉势治庸治懒治无为，激励广大干部敢

担当、真作为，担事不怕事，干出新时代的精气神，

干出实打实的新业绩，以实际行动为南开增色添彩！

各位代表，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追梦

人的舞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区委的坚强领导

下，坚定信心，振奋精神，艰苦奋斗，真抓实干，奋力

谱写“创新南开”建设的新篇章，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７０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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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　南开区位于天津市区西南部，境域地

理坐标为北纬３９°３′３５″—３９°８′３″，东经 １１７°６′８″—

１１７°１１′１６″，分别与河北区、和平区、河西区、红桥区、

西青区５个区毗邻。区境东临海河，与河北区相望；

沿荣吉大街、兴安路、南马路至南门外大街、卫津路

和卫津南路分别与和平区、河西区接壤；西、南至密

云路、芥园西道、陈塘庄铁路支线与西青区相连；北

抵通北路、北马路、沿西马路至西关大街、津河、南运

河与红桥区毗邻。南北长约９２千米，东西宽约５６

千米，略呈倒立三角形。

【地形气候】　　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地势平坦，平

均海拔３米左右。东、北隅有海河、卫津河、南运河

环绕，中部有墙子河、红旗河，南北流向；复康河横贯

红旗河、卫津河之间；南部洼淀池塘较多。气候季节

性变化明显，春季干旱多风，冷暖多变；夏季温高湿

重，雨热共济；秋季天高云淡，风和日丽；冬季寒冷干

燥，雨雪稀少。年平均气温１２３℃。最冷的１月份

平均气温为零下４℃—６℃，最热的７月份平均气温

在２６℃以上。年平均降水日数为６４—７３天，且多集

中在７、８月份。受季风环流的支配，夏季主要受西

太平洋亚热带高压影响，多偏东南风；冬季受蒙古冷

高压控制，多偏西北风；春秋两季盛行西南风。

【区划设置】　南开区建有１２个街道，１７３个社区居

民委员会。１２个街道分别为鼓楼街道、兴南街道、

广开街道、长虹街道、向阳路街道、嘉陵道街道、万兴

街道、学府街道、水上公园街道、王顶堤街道、体育中

心街道、华苑街道。其中华苑街道和向阳路街道的

西横堤系非属地管理。

【建置沿革】　南开区域渊源久远，元代大批漕粮经

由三岔河口转运入京。元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在境内

东北部建天妃宫，此地称为“百货交集”之重镇。明

永乐二年（１４０４）始，设卫筑城，境内居民增多。到

清代漕运、盐业、屯田等日渐繁荣，商业、金融业逐渐

发展，人口剧增，多来自安徽、山西、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等地。清道光年间（１８４０年前后）城内人口

约９５４万人。从明至清，成为天津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１９２８年，隶属天津特别市一、二区和天津

县。１９４７年８月，天津市将第七区的部分辖域划

出，增设第十一区，此乃南开区置区之始，面积

２６５７平方千米。辖３８个保，１８２９个甲。１９４９年１

月天津解放后，仍沿袭原行政区划。同年３月废除

保甲制，设立３８个街公所，１８２９个闾。６月实施“警

政合一”体制，撤销３８个街公所，分别并入２７个公

安派出所。１９５２年更名为第七区。１９５６年１月定

名为南开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区界几经调整，逐

步向西、南延伸，调整后区域面积增加。至２０１８年，

辖区面积４０６３６余平方千米（含华苑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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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热资源】　主要由于区境地处北半球中纬度地

区，太阳高角度较大，全年晴天日数多、日照时间长，

故太阳辐射相对强，光能资源丰富。光热资源成为

开发利用的环保洁净新能源。可用于采暖、洗浴热

水等。０℃可视为土壤冻结与解冻的起始温度。境

内日均温度稳定超过０℃日期始于３月初，终于１２

月初，全年２７０余天温度大于０℃，积温４７２２℃。其

中，日均气温稳定超过５℃的日期始于３月初终于

１１月初，持续时间２４０天左右；日均气温稳定超过

１０℃的日期始于４月初，终于１０月末；日均气温稳

定超过１５℃的日期，始于４月末，终于１０月初。

【地热资源】　南开区地处王兰庄地热田内，属板块

构造热传导型热水地热田。经勘查，境内热储层分

布广泛，地热梯度高，含水层埋藏浅，储量丰富，开采

规模较大。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位于上部的第

三系碎屑岩孔隙热水，为低温—中低温水，顶板埋深

３９０—４２０米；一类位于下部的中上元古界、下古生

界基岩岩溶裂隙热水，为中低温－中温热水，顶板埋

深１千米。第三系碎屑岩孔隙热水，热储层埋藏浅，

为经济型地热资源，总量２０８８８９×１０１８焦耳，其中

可回收利用２７５３５×１０１８焦耳；如计算深度至３千

米，其亚经济型地热资源为４５７８７０×１０１８焦耳，其

中可回收利用 ６６１９２×１０１８焦耳。２０世纪 ７０年

代，境内地热资源开始开发利用，多数地热井水有效

用于工业生产、医疗、宾馆、洗浴用水及居民取暖能

源。进入２１世纪，南开区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纳入

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在节省能源、净化环

境、发挥效益的同时，规范地热井开采、利用和管理。

【水资源】　辖区内河流、湖泊较多。２０１８年，辖区

水域面积１０７８平方千米。境内东、北隅有海河、卫

津河、南运河环绕，中部津河南北流向，至复康路向

东与卫津河贯通。另有长虹公园湖、南翠屏公园环

山湖、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人工湖等湖泊。区内地

下水受地质构造、地貌、水文和古地理条件控制，具

有山前平原向冲、滨海平原过渡的水文地质特征，水

文地质条件呈现出明显多样性、复杂性和分带规律。

浅层地下水系统属于开放性水系统，深层水系统属

于半封闭型地下水系统。浅层地下水主体为咸水

体，开采量极小，流量很弱，主要补给方式为大气降

水、灌溉、渠水系入渗，随季节有小幅度变化，年水位

一般小于１米。深层含水系统地下水开采量大，形

成多个开采漏斗，主要补给方式为浅层地下水的越

流及周围含水层的侧向补给。深层地下水高水位主

要出现在开采量较小的当年１２月至次年３月，低水

位出现在６—９月。

【人口民族】　至２０１８年年末，全区常住人口１１４７５

万人。全区人口除汉族外，有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

族以及壮、黎、土、土家、锡伯、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区内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信教群众２万余人。

【古迹遗址】　天津卫“三宗宝”之首鼓楼，几经拆

建，现存鼓楼建于２０世纪末，是天津历史的见证，是

天津城市的地标。天后宫是天津市中心城区现存最

古老的建筑，成为中国北方妈祖文化研究中心。天

后宫中的妈祖，被民间尊为海神，后经历代王朝加封

为天后圣母。天津孔庙称为文庙，是老城内保存最

完整的古建筑群，以府庙、县庙并列的建筑格局，别

具特色。问津书院为天津早期正规教育具有代表意

义的“五大书院”中仅存的一处。广东会馆是天津

仅有的清代会馆建筑，以功能完整的建筑格局，精巧

别致的内部造型令人叹为观止，更因众多历史人物

曾在此驻足而名扬海内外。此外，还有玉皇阁、城隍

庙、庄王府（李纯祠堂）、基督教仓门口教堂等重点

文物古迹和历史遗迹。

【民俗文化】　南开区民俗文化丰富，有老城文化、

妈祖文化、民俗文化、博物馆文化等，天津中心城区

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脉和民族文化资源集中于老城

厢地区。２０１８年，有各级不可移动文物２９处，其中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１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７处、未核定等级文物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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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３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１７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２１项，如“泥人张”彩塑、天

津皇会、“风筝魏”制作、蔡氏贡掸、刘海空竹等。区内

有市属博物馆、纪念馆（室）５个、区属博物馆２个、注册

民营博物馆３个、居民各种规模收藏品数十类。

【旅游资源】　南开区旅游资源丰富，古文化街旅游

商贸区为国家 Ａ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是全国唯一开

放式商业旅游景区。２００３年提升改造后，主街和戏

楼落地重建，以天后宫为中心，新建文化小城、古玩

城、美博城及沿海河风情水畔等具有独特风格的建

筑，街内百余家店铺主要经营文房四宝、玉石瓷器、

珠宝首饰、古玩字画等。２００５年５月，在全国首届

中国特色商业街评选中，获“中国特色商业街”称

号。鼓楼商业步行旅游街集观光旅游、文化展示、历

史风貌、休闲购物于一体，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风格

和富有前瞻性、时代性的购物环境，以及传统味、文

化味、天津味、民俗味、现代味的相互融合，别具特

色，成为城市新亮点，再现城区传统商贸气质与文

化。区内还有自然景观旅游景点水上公园，是国家

ＡＡＡＡ级旅游区、以水景为特色的综合性公园。南翠屏

公园是中心城区唯一的人工堆山造景公园。此外，中

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吸引国内外游客观光、旅游。

【经济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升，着眼加快启

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盘活整合环天南大周边载体

资源，打造启航创新大厦，聚集一批智能＋科技类企

业，１５个高校创业项目实现落地转化。科技成果展

示交易中心获批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生态

系统建设项目，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２４５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４９３６家，规模过亿科技型企业７８家。万

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为６４６２件，居全市首位。新

经济增长点发展迅速，重点布局人工智能产业，打造

以中汽工程为核心的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和以九安医疗为核心的移动医疗健康产业创

新联盟，百脑汇转型为科技智能广场。金融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５家企业挂牌天津 ＯＴＣ，引进珠峰保险

天津分公司等地区性金融总部，全区金融机构４９１

家，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超过４０００亿元。消费对经

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强，建设时代奥城夜市街区，打造

仁恒置地广场品质生活典范中心，全年累计完成社

会消费品零售额５７３３亿元，同比增长６％。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任务，为小微企业减免税收１５８亿元，节约用电成

本约２４２４万元，累计盘活空置面积 ７８８８万平方

米。推进国企改革，制定国资监管权责清单和负面

清单，完成２家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预算执

行改革，成立区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完成对１２５个财

政性投资项目评审。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全区１０个重点项目进行评价，总金额

４５７亿元。严格政府性债务管理，对全区３２９家单

位进行资产及债务摸底，切实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

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出台《南开区承诺制标准化智能

化便利化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细则》，“五减”（见

２１９页注释１）改革加快实施，全部区级行政许可事项

实现网上办理，全年新注册企业５５００余户，注册资本

超过２００亿元。深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建

立完善区领导和相关部门包联企业制度，政企互通服

务平台收集企业问题１２５６个，解决率９６３％。落实

“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引进各类人才１０２６２人。

积极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北京非首都核

心功能疏解，落实区领导带队学访、相关部门全程对

接和干部挂职专项提升的联动服务机制，建立中粮

广场等６家协同发展示范基地，在京召开８场主题

招商推介会，推进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项目合作。

加大精准招商力度，世嘉智能科技主题公园、微云结

算中心等一批优质企业到南开投资兴业，引进注册

千万元以上企业４４９家，全年完成招商引资额２５５

亿元。加大对甘肃夏河县、环县、庆城县对口支援力

度，落实专项帮扶资金５３２０万元，开展产业扶贫系

列活动，助力受扶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城区面貌】　坚持规划引领，完善西营门片区城市

设计方案，完成二十五中学等五个地块的控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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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泽道地块顺利出让，迎顺大厦、熙悦广场二期等１０

个项目开工建设，春景大厦、景丰园等１０个项目稳步

推进，全区在施面积４０１万平方米，新开工、竣工面积

均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超额完成全年任务。启动地铁

７号线福安大街站征收，基本完成５号线土地注销工

作。提升改造鞍山西道、西湖道等１０条道路，完成１９

条道路２１万平方米裸露硬化。改造积水点２３处，

完成青年路雨水管线、南大道与西马路交口排水管建

设，主汛期城区排水通畅。编制“海绵城市”建设实施

方案。开展“公厕革命”，完成３３座公厕改造。提升

奥体中心等３９７处点位、１６千米海河堤岸夜景灯光

设施，完成“达沃斯”等重大活动夜景灯光保障任务。

落实“双创”联动机制，开展“万名干部进社区、

百日会战清环境”志愿服务系列活动，文明创建深入

人心，市容市貌大变样。全力打好占道经营、交通秩

序、社区环境三大攻坚战，治理存量违法建设１２９５６

处、３４万平方米，清理主次干及里巷道路两侧堆物

堆料５０００余处，西关街持续３０余年的占路经营顽

疾得到彻底根治。以保山道和士英路为标杆，带动

３０余条示范路的打造。提升绿化面积１３０万平方

米。加大交通安全教育和源头管理力度，施划涉及

４６条道路的机动车黄色禁止停车标线和共享单车

停车泊位１５２４块，交通秩序持续好转。全面落实河

长制、湖长制，设立水质监测点３３个，启动实施仁爱

河清淤水循环项目，对辖区内河道、湖泊及沿线开展

全面排查治理，整体水质改善率同比超过２０％。持

续推进清新空气行动，完成１２座供热站共４３台锅

炉低氮改造，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１４８％，全

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５７，位居全市前列。

【人民生活】　改善群众生活２０件实事全部落实。

实现新增就业６７万人，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８％以

内。累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和生活补贴２１８亿元。

新裕里等“老三片”棚户区征收任务全部完成，灵隐

南里、昌源里和７个零散点棚改稳步推进，建成经济

适用房８７万平方米。完成２８８个老旧小区及远年

住房改造任务，１９４万户群众居住条件得到改善。

提高物业补贴标准，强化旧楼区长效管理机制，全年

整改各类问题 １６万余处，旧楼区面貌明显改观。

制定落实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实施方

案，构建养老、医疗、护理、康复相衔接的医养服务模

式，养老云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互动。南马路、手表厂

菜市场建成开业，群众生活更加便利。

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五马路小学、四十三中学

改扩建主体完工，组建南开区科技实验中学，推进课

程与教学改革，中高考成绩再创新高，获评全国基础

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案例。健康南开加快推

进，区中医医院搬迁并实现门诊全部开诊，建成南开

区卒中中心，新建２个社区服务站，获评全国健康促

进区，通过全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大力

推进爱国卫生运动，完成创国卫病媒生物防制市级

验收。深化“区街居”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

建设，成功举办第九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

组织开展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区文化宫成立６０周年

庆祝活动、“文化大讲堂”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近

１０００场。完成《南开区志（１９７９—２０１０）》编修。举

办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１７３个社区体育路径

３８７条，在市第十四届运动会取得优异成绩。

【社会治理】　完成１７３个社区党组织和１７１个社区

居委会换届工作，全部实现社区党组织书记与居委会

主任“一肩挑”。强化社工队伍分类培训，全面实施网

格化管理，社区律师服务覆盖率１００％，万兴街社会治

理创新试点工作稳步推进。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

落实３０００万元安全生产专项资金，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整治安全隐患２８１０４处。

持续开展娱乐场所、加油站等消防安全专项治理，为

老旧小区配备灭火器１９１４０套。开展食品药品系列

专项整治行动，捣毁非法药品黑窝点３４处，集中销毁

一批非法药品。推进信访积案攻坚化解，４６件信访积

案实现“清仓见底”。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化解

“双百行动”（见２１９页注释２），成功调处１５８５起，调

处成功率９９％。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

击非法集资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持和谐稳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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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月

　　５日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七次全体会召开，审议通过《中共南开区委２０１８

年工作要点》和《中共南开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决议》。

６—９日　政协南开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三次

会议召开。

７—９日　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召开。

１０日　区第一届监察委员会揭牌成立。

１１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

副主席张少琴带领全国总工会慰问团到区开展送

温暖慰问活动。区委书记姚来英陪同。

１５日　区召开西区规划建设研讨会。区领导

姚来英、孙剑楠、张勇勤出席。

２２日　区召开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动员部署

会。区委书记姚来英讲话，区领导孙剑楠、陈玉恒、

张勇勤出席。

２５日　区召开劳模创新工作室展示交流会暨

首批五一劳动奖章人才创新工作室授牌仪式。

２　　月

　　６日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南开区委主办，

南开区委宣传部、南开区文明办、天津文明网承办

的“我们的节日———春节”暨“昂首迈进新时代 天

津好人展风采”主题活动在南开区举行。

８日　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张国清、市委办公

厅秘书长李毅到区慰问困难群众和劳动模范、老党

员。区委书记姚来英，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陪同。

９日　区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召开。

１９日　区委书记姚来英检查古文化街安全稳

定工作。

２６—２８日　区委书记姚来英参加亚布力中国

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

３　　月

　　２日　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董家禄带队检查

督导古文化街元宵节期间安全保障工作。区委副

书记、区长孙剑楠陪同。

６日　区召开“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暨２０１８

年改善群众生活２０件实事动员会，孙剑楠、陈玉恒、

张勇勤等区领导出席。

同日　南开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动员部署会

议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于景

森，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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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市文明办副主任赵华出席；

区委副书记张勇勤作部署。

８日　区举行“学雷锋志愿服务·文明交通你

我同行”启动仪式，区委副书记张勇勤参加。

１４日　区残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区委副书

记、区长孙剑楠出席并讲话，陈玉恒、张勇勤等区领

导出席。

１５日　区召开２０１８年政协重点工作协商会，

区委书记姚来英出席并讲话，孙剑楠、张勇勤等区

领导出席。

２３日　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全

国两会和天津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区委书记姚

来英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作传达，

陈玉恒、张勇勤等区领导出席。

２８日　天津警备区司令员姚小璇到区检查民

兵整组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陪同。

４　　月

２日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

彻市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

动部署推动会精神。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主

持，区领导陈玉恒、张勇勤出席并讲话。

同日　区召开２０１８年工青妇工作会议，区委副

书记张勇勤出席。

８日　区委书记姚来英到津河、陈台子河检查

河道治理工作；查看大气环境质量监控点。

１１日　区召开信访积案化解部署会，区委副书

记、区长孙剑楠出席。

１３日　香港天津青年交流团到区参观学习。

１４日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中小学素质拓展课外活

动成果展示活动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副市

长曹小红、市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闫国梁，区委副

书记、区长孙剑楠等有关区领导出席。

１７日　区召开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

项治理三年行动部署推动会，区委副书记张勇勤

出席。

同日　南开区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

暨南开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成立大会在绿水园

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

２０日　区召开深化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区委书记姚来英主持，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出席。

同日　区委书记姚来英到保山道、横江路、南

开二马路地区暗访检查创文创卫工作。

２２日　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

２６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区委副书

记张勇勤会见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党政代表团。

２７日　区举办“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了不起的南开

职工”创新竞进分享会。

２８日　区举办“万名志愿者”参与创建国家

卫生区工作启动仪式，区领导孙剑楠、张勇勤

出席。

同日　区举办“新时代·新青年·新作为”

各族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 ９９周年、建团 ９６

周年暨第十届“南开区十大杰出青年”成长分

享会。

５　　月

９日　区召开领导干部大会。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陆为民出席会议并宣布市委决定：杨兵同志任中

共南开区委委员、常委、书记；姚来英同志不再担任

中共南开区委书记、常委、委员。

１０日　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

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贯彻

《政治生态的“七看”“七着力”》。区领导孙剑楠、

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１４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五金城、百脑汇大厦进

行安全生产检查，到卫津河双峰道点位开展河道

巡查。

３２



天津市南开年鉴２０１９
ＴＩＡＮＪＩＮＳＨＩＮＡＮＫＡＩＮＩＡＮＪＩＡＮ

１５日　区委书记杨兵出席京津冀智能产业发

展院士座谈会。

１７日　区委党校（区行政学院）举办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专题讲座，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作专

题报告。

同日　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

俊滨带领市人大代表到区调研失独家庭养老问题。

区委书记杨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等区领导

参加。

１８日　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

议，听取关于南开区２０１７年度绩效考评工作的情况

汇报。孙剑楠、陈玉恒、张勇勤等区领导出席。

２１日　区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

个着力”重要要求推进会。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区

领导孙剑楠、张勇勤出席。

２４日　“打造天津智港聚焦南开启航”暨２０１８

天津市南开区智能科技产业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中

国科技会堂召开。智能科技企业代表及新闻媒体

９０余人参加。

２７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南开中学出席纪念周

恩来诞辰１２０周年活动。

２８日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带领区政府代

表团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庆阳市庆城

县和环县学习考察，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帮扶

工作座谈会。

３０日　区召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专题会议。

区委书记杨兵出席。

６　　月

１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中营瑞丽小学、师大南

开附属幼儿园出席“六一”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

２日　区领导杨兵、孙剑楠到体育中心街金福

南里社区、凌奥地区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检查。

同日　天津市纪念“六·五”环境日暨津沽环

保行活动、环境教育宣传周、环境文化节、环保嘉年

华活动在水上公园启动。市政协副主席赵仲华，区

委书记杨兵等市区领导出席活动。

同日　副市长李树起带领市建委、市轨道交通

集团、市水务局、市城投集团等单位和部门负责人

到区检查防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陪同。

５日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喻云林到区

调研指导深化“维护核心、铸就忠诚、担当作为、抓

实支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

作。区委书记杨兵等有关区领导参加。

１３日　区委书记杨兵出席津冀协同发展合作

交流座谈会。

１５日　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宫鸣到区检

察院调研指导工作。区委书记杨兵陪同。

２０日　市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李绍洪到区

政协调研，指导推动区政协开展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讨活动

并出席区政协党组理论中心组（扩大）学习研

讨会。

２１日　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

推进大会。区领导杨兵、张勇勤出席。

２２日　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区领导杨兵、孙

剑楠、张勇勤出席。

２７日　区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

先进典型表彰大会。区委书记杨兵主持，陈玉恒、

张勇勤等区领导出席。

同日　“新时代·新机遇”南开区文旅产业投

资环境推介会在北京京津冀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

心召开。文旅产业企业家代表及新闻媒体８０余人

参加。

２８日　各街道设立党建办公室，调整街道考核

机制和工作职权，落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２９日　区召开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专题会议。

区委书记杨兵出席。

７　　月

５日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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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天津市南开区国家税务局、原天津市南开区地

方税务局机构撤并），举行挂牌仪式。

同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南开区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团市委书记王

峰，区委书记杨兵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玉恒，区委副书记张勇勤到会祝贺。

６日　南开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企业办公室

在北京成立。

同日　区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

区领导杨兵、张勇勤出席。

７日　市政协主要领导到中关村Ｅ谷南开创想

世界、金融街社区调研并座谈。区委书记杨兵陪同。

１２日　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带队深入区政协调

研指导，市政协秘书长高学忠，区委书记杨兵等区

领导参加。

２５日　区委书记杨兵走访调研清真东大寺、草

帽众创空间。

同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北京军区天津疗养院、

天津警备区南开第二干休所开展“八一”慰问活动，

慰问困难退役军人。

２６日　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记张勇勤走访

慰问天津警备区。

３１日　区召开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区领

导杨兵、孙剑楠、张勇勤出席。

８　　月

２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统战部常务

副部长李虹带领市委统战工作调研检查组到区就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加强统战工作的若干意

见》及２０１８年统战绩效考评工作情况进行实地调

研检查。

６—１１日　区委书记杨兵率南开区党政代表团

赴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庆城县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夏

河县开展对口帮扶工作。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庆阳市委书记贠建民，市

委副书记周普生，甘南州委常委、夏河县委书记杨

雄，甘南州委常委、副州长、天津援甘前方副总指挥

袁新河及环县、庆城县、夏河县负责同志出席座谈

会或陪同考察。

９日　市政协副主席、市文明委副主任李绍洪，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于景森带领相关

部门到区，开展创文提名区明访活动。区委副书

记、区长孙剑楠，区委副书记张勇勤等相关负责同

志参加。

１３日　南开区第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市委

党校召开，全区各行业２３５名正式代表、３０名列席

代表参加大会。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戴蕴，区委

书记杨兵到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区委副书记张勇勤等区

领导出席。

１６日　区召开天津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督

察南开区工作动员会。市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组

长张旭光、副组长刘石英就做好督察工作分别讲

话，区委书记杨兵作动员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

剑楠主持，区委副书记张勇勤出席。

２１日　“四海一家·津港同行”香港青年交流

团到区参观交流。

２７日　区举办“万名干部进社区百日会战清环

境”活动启动仪式。区领导杨兵、孙剑楠、张勇勤

出席。

２８日　区召开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

工作动员会议。市委巡视三组进驻南开区开展不

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巡视工作。区委书记杨兵主

持，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出席。

３１日　南开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９　　月

５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郁美净集团、南开大悦

城走访服务，了解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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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日　市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勇带领调研

组到区就加快推进重点地块、重点项目规划工作进

行调研。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参加。

８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南开区智育学校开展调

研，主持召开教师节座谈会，与教师代表座谈交流。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参加。

１０日　区召开“全国法治区创建活动先进单

位”授牌仪式暨“七五”普法中期推动会。市司法局

党委成员、巡视员杨劲松，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李瑞清

主持。

１３日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一届委

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总结今年以来工

作，部署下一阶段任务，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天津

市南开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

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杨兵讲话，区委

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传达市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

神，陈玉恒、张勇勤等区领导出席。

１５日　全国第十八个国防教育日，区人防办、

区武装部、区司法局、天津大学武装部联合在天津

大学举行警报试鸣宣传活动，在校３０００余名师生参

加宣传活动。

１８日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工委书记陆为民到区就“两新”组织

党建工作开展实地调研，区委书记杨兵参加。

１９日　中央文明办在南开区召开调研座谈会。

区委书记杨兵出席。

２０日　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

老旧小区改造和拆违工作。

２１日　区领导杨兵、孙剑楠到崇化中学、南开

大学附中慰问新疆、西藏内地高中班和甘南夏河班

学生。

２６日　第九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在

区内开幕，中共天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

致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亚飞、台湾新党

主席郁慕明、天津市副市长康义出席。区委书记杨

兵主持，孙剑楠、陈玉恒等区领导参加。

同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

辜胜阻一行７人到区调研民建工作。

２７日　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

楠会见中国国民党中常委、中华经济贸易促进会理

事长刘大贝一行。

同日　区领导杨兵、孙剑楠走访天津大学，开

展服务对接工作。

２８日　区委书记杨兵接待环县党政代表团

一行。

３０日　区委书记杨兵到鲁能城、天津市食品公

司冷冻厂开展安全生产检查。

１０　　月

　　１２日　以“因创新而聚与智慧同行”为主题的

第三届“玑瑛国际创新季”活动开幕。

１６日　区召开老同志区情通报会，向区级老同

志通报全区前三季度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情况

和下一步区委、区政府重点工作任务。区委书记杨

兵主持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等区领导

出席。

１８日　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天津市委宣传部、河北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南

开区承办的第六届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合作及项

目推介会举行。

２４日　全国工商联发布改革开放４０年百名杰

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南开区企业家李占通、张彦森

入围。

２６日　区组织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传达学

习贯彻全国和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部署全

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工作。

２５—２６日　以“新时代新使命：基于核心素养

培育的教育实践与创新”为主题的“京津冀甘”四地

基础教育研讨会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召开。

２２—２７日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对口支援甘肃环

县、夏河县、庆城县名师助教培训项目启动，旨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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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南开区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

作用。

１１　　月

　　１日　区召开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部署会议。

同日　河北省沧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曲波带

领任丘市党政代表团到区考察。区委副书记、区长

孙剑楠接待代表团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

行交流。

２日　区召开与驻区单位“同驻共创文明同行”

座谈会，引导驻区单位积极参与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工作。

同日区启动昌源里棚户区征收工作。

５日　区举办“德润南开”首届南开区道德模范

与身边好人事迹分享会。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陈浙闽出席。杨兵、孙剑楠、陈玉恒、张勇勤等区

领导出席。

同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世平到区水上

公园街基层联系点调研指导工作，实地考察社区党

委、人大代表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活动室等地，

了解社区党群服务工作及人大代表工作站建设情

况。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玉恒陪同。

１２日　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

楠接待市轨道交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卢志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姜义，双方就重点区域规划设

计、重点地块整理、路网规划建设等轨道交通建设

涉及的重点工作展开交流讨论。

１３日　区党政代表团赴北京市海淀区学习考

察，学习借鉴北京市海淀区在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

对接、创新引领和高端产业发展、基层街道社区治

理方面的先进经验，深化双方合作交流，促进两地

高质量创新发展。南开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

记、区长孙剑楠，海淀区委书记于军，区委副书记、

区长戴彬彬出席有关活动。

１４日　市委副书记阴和俊到区调研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区委书记杨兵、区委

副书记张勇勤参加。

１５日　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出席并讲话。

１６日　区召开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部署

推动大会，对开展集中整治工作作出具体安排部署。

１７日　南开区第四届民俗文化博览节在新安

购物中心老城里文创街区开幕。

１８日　区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

开，审议通过《中共南开区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

作规则》和《中共南开区委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工作细则》。区委书记杨兵出席并讲话。

１９日　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情况反

馈会召开。市委巡视三组组长郭宝琴出席并反馈

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情况，区委书记杨兵

主持并作表态发言。孙剑楠、陈玉恒等区领导参加。

同日　甘肃省庆阳市党政代表团一行到区参

观考察并举行甘肃“庆阳苹果”暨庆城县“庆州壹

品”———农特产品天津推介会。甘肃省政协副主

席、庆阳市委书记贠建民，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涛，

南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出席推介会。

２０日　区领导杨兵、孙剑楠会见国网天津市电

力公司董事长并座谈，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２３日　区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面对面听取企

业家代表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建议。区

委书记杨兵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

出席。

２４日　区召开双创攻坚工作第四旬调度会暨

创文冲刺誓师会，传达市委副书记、市文明委主任

阴和俊到区调研时讲话精神，对新版全国文明城区

测评体系进行分析解读并提出工作要求。

２８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和平河西南开三区现

场办公会议。市委书记李鸿忠，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国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市委副书记阴

和俊出席。区委书记杨兵参加并作汇报。孙剑楠、

陈玉恒、张勇勤等区领导参加。

２９日　区召开全区领导干部会，传达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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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市政府和平河西南开三区现场办公会精神，进

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扎实推动南开高质量发

展，为推进“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作出南开之为。

区委书记杨兵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

楠主持并作传达。

３０日　区召开区级领导干部座谈会，深入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现场办公会和区委十一届八次全

体会议精神，研究谋划２０１９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

和落实举措。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并讲话，区领导孙

剑楠、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１２　　月

　　３日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到区

调研学前教育资源建设工作情况。区委书记杨兵

参加。

５日　副市长金湘军到天津国安社区科技有限

公司调研。区委书记杨兵参加。

７日　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召开区党外人士座谈

会，征求对全区机构改革工作意见建议。

１０日　中国共产党南开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九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南开

区机构改革方案（送审稿）》，同意上报市委审批；

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南开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

九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

委书记杨兵讲话。区领导孙剑楠、陈玉恒、张勇勤

出席。

１０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孙梅君带队，
对南开区中心小学（双峰道校区）食品安全工作进

行调研。

１１日　台湾妈祖联谊会参访团到区参观交流。
１２日　市国家卫生区创建评审督导工作组组

长王建国，副组长王浩，全国爱卫办专家何爱华到

区调研指导国家卫生区创建工作。区委书记杨兵，

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区委副书记张勇勤参加。

１７日　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
楠会见甘肃省夏河县委副书记、县长张志红带领的

党政代表团一行。

２６日　南开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风采展示
大会在海河剧院举行。

２７日　市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问题反馈
会在南开区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顺清出席

并讲话。区领导杨兵、孙剑楠、陈玉恒、张勇勤参加。

２８日　市委正式批准南开区机构改革方案，全
区机构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同日　区召开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
作部署推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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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新时代 创文再出发

———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纪实

　自南开区全面启动争创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以

来，“创文”成为建设“美丽学府，幸福南开”的有效

载体，成为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城区建设的一股热

流，区域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有效激发，市民的归属

感和幸福感提升，不断为“创新南开”建设和实现

“五个现代化天津”凝心蓄力。

“一把手”工程强力推进

南开区始终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作为贯彻落

实中央和市委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部署要

求的重要举措。３月６日，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动员部署会议，调整区创文工作指挥部，区委书记

任总指挥，区长任副总指挥，区委副书记任常务副

总指挥，１３位区委常委、副区长任副指挥，下设区

创文办、人大政协２个监督组、１３个专项工作组和

１２个街道战区工作组。制订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三

年行动计划和年度实施方案，坚持“双创”联动，聚

焦难点问题专项攻关。攻坚期每旬召开调度会，

逐级压实创建责任。实行“双创”联合督查，引入

市城调队进行全面测评，推动问题整改到位。不

断强化奖惩考核，研究起草 ２０１８年奖励细则，将

“创文”工作全面纳入绩效管理，推动创建任务落

实落地。

文明引领社会风尚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不

断深化拓展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校园、文明家

庭等创建活动，推出“南开身边文明微十条”，南开

创文形象宣传片《见证》，运用公益广告、新媒体等

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推广，倡导市民践行文明行为。

陆续推出《致全区居民的公开信》《小手拉大手全家

讲文明倡议书》《文明祭扫倡议书》《志愿服务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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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同驻共创，文明同行”倡议书》《文明创建从

我做起倡议书》等一系列宣传倡议，号召全区居民

群众争当文明城区的建设者。打造２４个创文主题

示范路、主题社区。全年编写创文简报１２８期，编辑

出版每日新报社区读本１９期，刊发创文相关新闻报

道１６００余条，设计制作《市民文明手册》《文明南开

我知道》和创文宣传品，面向全区居民发放，提高居

民群众知晓率、参与率。

树立榜样展示文明形象

全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政策宣讲、文明交通引

导、志愿服务进基层、文明服务、环境绿化清整等

示范文明活动１０００余场，深入挖掘和培育各类先

进典型，坚持公开公正评议推荐，设立“南开好人

榜”媒体专栏。举办首届“德润南开”道德模范与

身边好人事迹分享会，推选１２名首批区创文形象

大使，全年有２人获评“中国好人”，４８人获评“天

津好人”，１人获首批天津市“新时代好少年”称

号。南开区青年教师志愿者服务队入选天津市优

秀志愿服务团队，学府街道南开大学西南村二社

区、嘉陵道街道嘉陵北里社区入选天津市优秀志

愿服务社区。

创建惠民形成文明共识

从干部到群众，从个人到家庭，从社区到单位，全

民参与、齐心发力的创文热潮正在逐渐形成。从群众

最关心的事做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围绕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创建工作重点，坚决打好

社区环境、占道经营、交通秩序“三个专项整治战役”。

开展“大干一百天”交通秩序专项治理行动，累计上

万人次参与义务执勤。加强交通基础配套建设，推动

施划４０００余个免费公共停车泊位和１５００处共享单

车停放区。开展“万名干部进社区，百日会战清环

境”社区清整活动，动员全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万名

党员干部职工在每周六上午到社区清理楼门楼道乱

堆杂物、生活垃圾、花坛绿地垃圾污物杂草及小广告，

并向社区居民进行宣传，让居民深入了解“双创”工

作为城区面貌、社区环境以及发展潜力带来的变化，

带动居民主动参与“双创”的热情，凝聚参与共识。

全年累计参与社区环境清整活动２６７００余人次，涉及

社区、自然小区１５０余个，清理点位５８７０个，清理垃

圾２１７３余吨……让市民享受到更好的生活，切实感

受到创文带来的实惠，有更多的获得感。

（马福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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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委重要会议

【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会】　１月５日召开。审议通过

《中共南开区委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和《中共南开区

委十一届七次全会决议》。区委书记姚来英主持并

讲话，区领导孙剑楠、陈玉恒、王东升出席。

【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全年召开３次。３月２３日召

开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两会和天津市领导干

部会议精神。区委书记姚来英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孙剑楠作传达，区领导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５月９日召开会议。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为民

出席会议并宣布市委决定：杨兵任中共南开区委委

员、常委、书记；姚来英不再担任中共南开区委书

记、常委、委员。

１１月２９日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市政

府和平河西南开三区现场办公会精神，进一步统一

思想，凝聚力量，扎实推动南开高质量发展，为推进

“五个现代化天津”建设作出南开之为。区委书记

杨兵出席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主持并

作传达，区领导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南开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先进典型

表彰大会】　６月２７日召开。区委书记杨兵同志主

持，区领导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工作动员会议】　８

月２８日召开。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区领导孙剑楠

出席。

【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９月 １３日召开。总结

２０１８年以来工作，部署下一阶段任务，审议通过《中

国共产党天津市南开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八次全

体会议决议》。会议由区委常委会主持，区委书记

杨兵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孙剑楠传达市委十一

届四次全会精神，区领导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情况反馈会】　１１

月１９日召开。市委巡视三组组长郭宝琴出席并反

馈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情况，区委书记

杨兵主持并作表态发言。区领导孙剑楠、陈玉恒

参加。

【区级领导干部座谈会】　１１月３０日召开。贯彻落

实市委市政府现场办公会和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体

会议精神，研究谋划２０１９年工作思路、重点任务和

落实举措。区委书记杨兵主持并讲话，区领导孙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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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陈玉恒、张勇勤出席。

【区委十一届九次全会】　１２月１０日召开。审议通

过《天津市南开区机构改革方案（送审稿）》，同意上

报市委审批；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南开区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会议由区委常委

会主持，区委书记杨兵讲话。区领导孙剑楠、陈玉

恒、张勇勤出席。

区委主要工作和重大活动

【市领导到区考察调研】　２月８日，市委书记李鸿

忠，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国清，市委常委、市委秘书

长李毅一行到区慰问困难群众和劳动模范、老党

员。４月２３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世平到区

调研推动人大代表工作，并召开座谈会。５月 １０

日，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到黄河道医院调研。６月５

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喻云林到昔阳里社

区调研。６月７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春华带队

到区检查水上国际村燃气供热站低氮改造情况。

６月１５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宫鸣到区调研。７

月１１日，市政协主席盛茂林到区调研。７月 １７

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到万兴街调研

社会治理创新工作。１１月１４日，市委副书记阴和

俊到区调研创文工作，并召开座谈会。１２月３日，

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到区调研学前

教育学位情况，并召开座谈会。１２月５日，副市长

金湘军到区调研。１２月 ６日，市委副书记阴和俊

到区调研，并召开座谈会。１２月１９日，市委常委、

市委政法委书记赵飞到万兴街调研。

（寇荣通）

【组织推动全区重点改革任务落实】　制定《中共南

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全

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责任台账》，确定 １１个方面

１００个具体事项，分别由区级领导领衔，将具体任务

指标落实到相关职能部门和牵头部门。组织召开

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三次，研究部署区

深化改革各项工作。１０月２５日，召开领导小组会

议部署重点改革任务督察工作。成立１１个督察小

组，推动区各项重点改革任务落实。

（杨　虹）

组织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基层党组织２６３６个，其中

党委２０６个、党总支６３个、党支部２３６７个。发展党

员１９９人。任免处级领导干部８４人次。区委组织

部按照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建设总要求，全

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做好市

委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各项

组织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建设】　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

要政治任务和头等大事，集中力量办好党校主体班

次，举办处级干部进修班２期、科级干部任职资格培

训班２期、青年干部（团干部）培训班１期，指导全

区各单位开展专题培训７５期２３００余人次。编印全

区党员《学习十九大精神和党章应知应会知识读

本》。深化“维护核心、铸就忠诚、担当作为、抓实支

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结合纪念建党９７周年，组

织开展表彰先进、讲授党课、帮扶慰问、知识测试和

重温誓词等“五个一”系列活动（见２１９页注释３）。

全区各级党组织书记在“七一”前后讲授专题党课，

区级和处级党员领导干部、各级党组织书记、先进

典型讲授专题党课５６６０余场次。开展向郑德荣、牛

犇等同志学习活动，组织７２名党员干部赴山东沂蒙

党性教育基地、河南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接受红色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对标先进，筑牢在党爱党思想

根基，形成忠诚担当、创新竞进浓厚氛围。

【市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围绕市委巡

视三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巡视反馈意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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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整治，梳理３大项７种类型１５个具体问题。印

发《关于全区组织系统落实市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有关工作的通知》，逐级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

实。在区内绩效考评和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中强化对干部担当作为的考核，切实发挥考

核评价的导向作用。对２０１８年度全区服务群众专

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排查，查找问题、精准指导，全

年使用率９６７５％。聚焦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

在党员教育培训中突出政治引领，会同区纪委机关

成立３２个督导组，确保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出

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委、党委（党组）议事规则和

决策程序的意见》，完善工委、党委（党组）议事规

则。严格落实《南开区突出政治标准考准考实干部

政治表现实施办法（试行）》和《南开区区管干部家

庭成员信息登记备案办法》，完善干部管理监督“日

常体检”机制，将干部监督范围由八小时内向八小

时外延伸。对民主生活会召开不深入和未按要求

召开的班子责令重新召开，对区内“吃空饷”问题进

行专项清理，清查重点单位长休人员待遇问题。聚

焦规范责任分工，厘清街道职能，梳理３６个职能部

门４１项工作，配合机构改革进行调整。夯实基层党

建，改进党建督查方式，对巡视组提到基层党建问

题突出的８个工委、党委（党组）严肃追责，督促整

改，面向全区开展发展党员、《党支部工作条例》落

实等全面排查，推动干部队伍形成担当作为的良好

氛围。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建立健全素质培养、

人事相宜、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五大体

系。制定《突出政治标准考准考实干部政治表现实

施办法》，对干部进行“政治体检”，相关做法被《中

国组织人事报》刊登。将党支部支委、工作服务对

象等列入考察范围，开展社区访和家访，全面了解

干部在“工作圈”“生活圈”表现。开展年轻干部专

项调研，利用大范围深入谈话、延伸考察、查看档案

等方法，做到知事识人、人岗相适。坚持把加强优

秀年轻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完善发现储

备、培养锻炼、选拔使用和管理监督机制。选派９名

年轻干部到北京挂职锻炼，１９名年轻处级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才赴西藏、新疆、甘肃对口援建，１８名机关

优秀年轻干部担任社区组织“一把手”，选拔６名３５

岁以下年轻干部到街道班子任职。

【干部管理和监督】　结合巡视整改和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大对圈子文化、好人主

义整治力度，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大对主

要负责人监督管理力度，对１１９名处级主要负责人

精准筛查，掌握健康状况，收集负面信息。推进不

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全区各级党组

织严肃问责干部１８９人，其中处级干部８０人。坚持

抓早抓小抓初萌，全年开展提醒１２６人次，函询１４

人次，诫勉１７人次。制定《对区管干部函询回复采

信的操作办法》，从制度层面破解“一函了之”。出

台加强科级干部任前监督办法，探索“听、访、验、

审、查、判”六字工作法，保障干部队伍增量健康。

绩效考核突出奖优罚劣。制定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度绩

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成立４个指导推动组，形成

上下联动、高位协调、狠抓落实的运行机制。制定

扣减绩效奖金实施细则，实行绩效奖励差额化分

配，加大绩效考核工作力度，把绩效考核、年度考

核、主体责任考核、抓党建述职评议有机结合起来，

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

【基层党组织建设】　开展“增活力、强功能、树先

锋、创品牌”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竞进年活动，制定

《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工程三年行动实施意见》。

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分领域召开街道工委、国有

企业、公立医院、中小学校、“两新”组织（见２１９页

注释４）党建工作座谈会，聚焦薄弱环节，解决难点

问题。开展巩固提升“两新”组织党组织覆盖质量

百日攻坚行动，提升“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水平，全

区有“两新”组织党组织５６６个，其中单独组建党组

织３８８个。非公企业党组织覆盖率 ９２８２％，社会

组织党组织覆盖率１００％。围绕“一领域一载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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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一特色”品牌创建活动，打造市级“两新”组织

党建示范点。深入开展“双联系双服务三推进”（见

２１９页注释５）活动，２２１个驻区单位与社区党组织

协商制定共建活动清单和共建计划 ９４９条；全区

７６２７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每季度在社区参与集

中活动。健全完善基层党建工作日常督查巡查机

制，从事后督查向事前预防、事中跟踪指导、全过程

服务转变。开展基层党建工作“互看互比互学”活

动，集中表彰优秀党员 ９９人、优秀党务工作者 ４９

人、先进基层党组织５０个。选树２７名市、区级担当

作为先进典型。

【社区党组织换届】　完成１７３个社区党组织和１７１

个社区居委会换届工作，实现社区党组织书记与居

委会主任“一肩挑”。制定关于深化社区党建工作

１５条措施，举办社区党建工作创新论坛，开展“大培

训、大走访、大谋划、大提升”活动，建立王月华工作

室，对新当选的社区党组织书记进行培训。出台打

造红色物业和红色业委会指导意见，落实社区各类

组织向党组织述职制度，发挥街道社区党组织在基

层治理中的领导和轴心作用。

【人才队伍建设】　制定与主导产业相配套的人才

政策，为人才强区提供战略支撑。坚持需求导向，

用好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块“金字招牌”，深入走

访高校院所，主动对接院系资源，完善产学研用结

合的协同育人模式，切实推动成果转化项目落地。

创新体制机制，落实《南开区人才发展基金使用管

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

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从政策、资金、项目

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推进与北京市、河北省石家庄市、邯郸市等

地人才合作协议深入实施，搭建人才合作平台，实

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以建设启航湾创新产业

区为契机，着力搭建人才创新创业交流合作平台。

打造南开高端人才中心，为高层次人才提供一站

式服务，满足驻区企业和专家人才创业发展需求，

为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优质人才资源

保障。

（朱　博　王　祺）

机构编制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围绕区

委、区政府各项决策部署，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

革，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加强机构编制管理，全年办

理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上编、销编手续

１５９７人次。全年预审行政、事业科级职数２１２个。

【党政机构改革】　搜集整理全区６８个行政机关、

３６个参公单位的“三定”规定（见２１９页注释６）等

历史沿革资料５９４份，编制《南开区党政群机关及

参公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文件汇编》，分别制作《南开

区党政机构改革前后机构对比表》《南开区党政机

关机构编制职数及内设机构情况一览表》，梳理全

区党政机构编制历史变化和衔接情况。推进党政

机构改革工作，起草《南开区机构改革方案》，经征

求意见、相关会议审议、市委审批等程序后，结合实

际，拟定《南开区机构改革实施方案》。

【“放管服”改革】　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建设，收集整

理区内３９个单位权责清单梳理表，厘清行政职权边

界，推进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要件对外公布。深化权

责清单动态管理，完善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规

范权责清单动态管理流程，对区行政审批局、区科

委、区文化执法大队３个单位行政职权进行动态调

整，取消７项行政职权，修改１项行政职权，并在区

政府门户网站上向社会公布。推动“政务一网通”

改革工作落实，配合区行政审批局审核公共服务事

项目录，对区内３９个单位权责清单涉及行政许可事

项和相关公共服务事项，进行重新梳理汇总和修改

完善。

【重点领域机制体制改革】　推进街道机构改革，建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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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街道党建工作机构，在各街道设立党建办公

室，明确取消和强化职能，调整街道考核机制和工

作职权，落实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推进群团机构改

革，制定区总工会、团区委、区妇联机构改革方案，

厘清各群团职责，优化机构设置及领导职数配置，

将市级机关下达编制核拨到位。推进环保管理体

制改革，调整环境监测机构设置，将区环境保护监

测站更名为区环境监测中心；规范加强环境执法队

伍建设，将区环境监察支队更名为区环境行政执法

支队；明确街道环保机构，在各街道城市管理科加

挂环境保护工作办公室牌子；充实一线环境执法力

量，增加区环境监测中心和区环境行政执法支队事

业编制，重新核定领导职数。

【事业单位改革】　以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经费形式

调整改革为契机，规范事业单位管理。推进政事分

开，将区供热办主管部门由区政府变更为区建委。

推进企事分开，将区供热办与宏源热力有限公司、

区凯兴物业服务中心与区凯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不

同身份人员剥离，事业编人员全部划转至区建委管

理，解决事业编人员与企业人员混岗使用问题。规

范事业单位职责，对区老年公寓、区社会厕管理服

务中心等 ９个事业单位的职能进行重新梳理，取消

区残疾人劳服所和区供热办原承担收费职责，重新

明确７个事业单位工作职能，明确公益类事业单位

功能定位。会同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及相关事

业单位主管部门确定统一工资标准，重新核定相关

单位人员绩效工资标准，解决南开区内部分事业人

员工资标准不一问题。区１５个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经费形式由经费自理调整为财政补助，核减事业编

制１１８名。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工作，

编制《事业单位编制情况一览表》《事业单位历史沿

革信息表》，清理区事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做好

行政职能划转、单位职能调整、机构整合撤销、名称

变更等相关工作。推进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

召开涉改单位主管部门工作协调会，制定改革方

案，明确改革任务及工作安排，推进３个经营类事业

单位改革工作落实。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完成２０１７年度２４１个事业

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工作。开展“双随机”（见

２１９页注释７）抽查工作，对４３个事业单位的公示信

息进行书面检查，对５个新设立登记事业单位进行

实地核查，加强事业单位事后监管。规范登记管理

信息查询服务，为国家机关、律师事务所、公民个人

等提供登记管理信息２３件次。

【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调整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设

置，对区纪委、区监察委员会向区级党和国家机关

派驻纪检监察机构的机构设置、主要职责进行调

整，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理顺社区建设管理工作职

责分工，将社区建设相关工作职责划归区民政局。

加强街道系统机构编制管理，规范领导职数设置，

明确街道纪工委书记不再兼任党工委副书记。健

全街道办事处卫生计生执法工作职能，为各街道内

设机构更名。加强教育系统编制统筹管理，核定区

教育局所属４２所中小学人员编制５０５３名，交由区

教育局统筹管理，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詹宝悦）

老干部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委老干部局管理离退休干部

８６０人，其中离休干部９４人、易地离休干部９人、正

处级以上退休干部３４４人、曾任副处级领导职务的

退休干部４１３人。围绕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深化“维护核心、铸就忠诚、担当作

为、抓实支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离退休干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市委老干部局关于在

社区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的要求，在１２个试点社

区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以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为契机，组织开展系列纪念活动。结合重大节

日，开展以“增添正能量，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的系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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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活动。内刊《红枫》刊发文章近百篇。落实与离

休干部的联系制度，帮助离退休干部解决实际困难。

【思想政治建设】　配合区委向每位离退休干部发

放《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邀请市

委宣传部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市委党校教

授安连成为区离退休干部代表和全区老干部工作

者作《宪法修正案》专题辅导讲座。全年举办２次

区情通报会，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向正处级以

上离退休老干部通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在兴南街怀庆里、长虹

街芙蓉南里等１２个试点社区分别建立离退休干部

党支部，组织１２个社区的党委书记和离退休干部党

支部书记参加市委老干部局组织的工作培训。制

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推进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

设标准化、规范化。推动指导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老同志服务】　按照市委组织部、市委老干部局

关于联系老干部工作的意见，印发具体工作意见，

要求各单位处级班子成员联系离退休干部，切实解

决退休干部的实际困难。协调区财政局解决离休

干部护理费、特需经费调标拨付确保发放到位。开

展夏送凉爽和冬送温暖活动。重阳节前，走访慰问

副处级以上退休人员和离休干部。举办保健知识

讲座和医保政策专题讲座，组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

书记参观养老社区康宁津园。

【“增添正能量”主题活动】　开展“增添正能量，共

筑中国梦”主题活动。在离退休干部中开展“我为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出份力”活动，区委

原书记王贵明携１０位离退休干部向全区广大退休

干部发出以实际行动为创文创卫做贡献的倡议。

在区离退休干部中开展坚决支持拆违、坚决不私搭

乱盖的签名承诺活动。组织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

记考察西青区创文创卫工作开展情况。区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成员到嘉陵北里社区和康舜里社

区，就巩固和拓展“全国青少年零犯罪社区”成果以

及在区推广情况进行调研。离休干部林承三为区

新入职公务员作“传承红色基因，听党话跟党走”专

题报告。

【纪念改革开放系列活动】　开展“我亲历我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征文、座谈以及摄影、书画、文

艺展演活动；召开以“谈感受话巨变，迈进新时代谱

写新篇章”为主题的座谈会；举办辉煌的历程———

南开区离退休干部纪念建党９７周年暨纪念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文艺展演；举办南开区离退休干部纪念改

革开放４０周年暨庆重阳京剧展演和“纪念改革开

放４０周年南开区离退休干部书画、摄影作品展”。

参加市委老干部局组织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摄影展，７幅作品获奖。

（韩泽桐）

宣传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主线，以“迈入新

时代、贯彻新思想、瞄准新目标、展现新作为”为主

题，以“阵地必占领、内容入人心、形式要多样、效果

需显著”为目标，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持续深化思想理论建设，推动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推进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引导新闻舆论宣传，推动宣传思想文化

各项工作，为推进“五个现代化天津”在南开实施营

造氛围。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给予指导批示４次，

《天津宣传》刊登南开信息７篇，“和美南开”理论版

团队、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十九大精神青年宣讲团获

２０１８年天津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称号。区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撰写的《贯彻落实“三个着力”，打

好打赢“三大攻坚战”》收入《天津市党员领导干部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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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

会文章集》。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学习重点，制订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计划，确定理论学习重点。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依法治国、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等１０个专题，以传达

学习、交流研讨、观看警示教育片等为主要形式，组

织集体学习１３次。全区处级理论学习中心组组织

集体学习 １０００余次。征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等

１０万余册，纳入区、处两级理论中心组学习和党支

部“三会一课”（见２１９页注释８）内容。组织全区

５８万余人次参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知识竞赛。

邀请专家到基层专题辅导１０４场，举办各级各类宣

讲和党课３０００余场。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南开扎实实践”理论征文活动，

党员干部撰写文章 ２００余篇。创新网络送学，在

“和美南开”微信公众号打造理论学习平台，开设

“治国理政天天学”“每日一课”“周末理论版”等栏

目，推送理论学习文章和音频２９４条。

（张建云）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　制订下发《南开区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方案》。举办“新时代 奋

斗者 幸福说”舞蹈邀请赛、专场音乐会、书法展、美

术展、摄影展、微型文学作品展、诗歌歌词作品网络

展示等文艺活动。举办“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百

姓宣讲活动和“勇担大任，争做新人———我的幸福

奋斗故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１２月２６日在天津

海河剧院举办“致敬四十年，筑梦新时代”———南开

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风采展示会，邀请改革开放

４０年来为南开区做出突出贡献的４０名先进典型代

表出席活动。

【主题社会宣传】　下发《南开区关于做好学习宣传

“两会”精神主题社会宣传工作的通知（代方案）》。

推进公益广告艺术化、品位化宣传，设计“双创和谐

家园系列”“花语系列”“南开美景系列”“奋斗系

列”宣传通稿 ４套 ２３幅，更新更换公益广告画面

８８００余平方米，安装铁艺小品３７组，打造艺术化木

塑景观１处，地铁背墙５处、更新道旗９６１对。

【形势政策教育】　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庆

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等主题，开展形势政策宣讲。开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活动。举办区级宣讲

讲述活动２场，推动全区以多种形式开展形势政策宣

讲活动４２８场，命名星级宣讲员２４名。

【第十三届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制定下发《关于举

办南开区第十三届全民读书系列活动的安排意

见》，在南开大悦城举办“新时代 奋斗者 幸福说”读

书分享会暨南开区第十三届全民阅读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推出服务全民阅读系列举措１１项。

（赵　卿）

【思想政治工作】　上报市级调研课题５个。《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方式

方法单一、对象分众化手段不强的问题的调研报告》

获全市二等奖。区委宣传部获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大调研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向市政研会报送基层

工作案例４个。《南开区深入开展“新时代　奋斗

者　幸福说”群众性文化展示活动》经验在市委宣传

部政工动态上刊发。在市委宣传部部刊《天津宣传》

刊发工作信息７篇。报送舆情信息２８２条。

（曹丽江）

【精神文明建设】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重要理论指导，

组织各类宣传宣讲３０００余场。利用“文明南开”、

南开文明网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推出条目２０００余

条。挖掘培育各类先进典型，制定管理推荐办法，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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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公开公正评议推荐，设立“南开好人榜”媒体专

栏。举办首届“德润南开”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事

迹分享会。全年有２人获评“中国好人”称号，４５人

获评“天津好人”称号，１人获首批天津市“新时代

好少年”称号。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系列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社区未成年人“快乐营地”实现全

覆盖，“五爱”（见 ２１９页注释 ９）教育阵地达到 ５２

个；推进全区５１所中小学校全面创建文明校园。协

办全国中小学文明校园创建工作调研座谈会。开

展“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传承红色基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等活动。设计制作《市民文明

手册》和文明宣传连环画册；推出公益宣传片《见

证》和动画片“南开身边文明微十条”；推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公益广告美景系列和南开标识铁艺

宣传栏，更新更换公益广告画面６５００余平方米；打

造示范社区２４个，示范道路２４条。

【文明城区创建】　制订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三年行

动计划和年度实施方案，坚持“双创”（见２１９页注

释１０）联动，推进６５３个自然小区提档进位。实行

“双创”联合督查，引入国家统计局天津市调查总队

进行全面测评，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强化奖惩考

核，制定出台２０１７年文明城区创建奖励办法，研究

起草２０１８年奖励细则，将“双创”工作全面纳入绩

效管理。在２０１８年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中，南开区在

２４个直辖市提名城区中排名第７位，在天津市６个

提名城区中排名第２位。

１１月５日，南开区举办首届“德润南开”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事迹分享会（区委宣传部提供）

（张　旭　马福续）

网络和信息化工作

【概况】　区委网信办内设综合协调科、网络建设和

舆情引导科，下设事业单位网络安全和信息管理中

心，有行政编制６名，事业编制１６名，新招录专业网

信技术人才４人。２０１８年，坚持从“重双基强双责”

（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１）入手，落实网络意识形态责任制

和网络安全责任制，重点开展网络内容建设、网络

意识形态安全、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推进

信息化建设四项重点工作。

【网络内容建设】　打造“六版一平台”微信公众号

理论学习阵地。推出学习版、有声版、文艺版、手语

版、竞赛版、直播版六个板块，获市委宣传部授予的

天津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称号。微信公众号

“和美南开”全年推送宣传篇目２７７６篇，推荐阅读

量超过１１亿。建立全区新媒体平台１７１个，发挥

“和美南开”领头雁作用，形成新媒体宣传矩阵效

应。承办网络安全宣传周天津地区开幕式与高峰

论坛活动。建立南开区信息共享平台“融媒体稿件

库”。围绕“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新时代·奋斗者·

幸福说”、创文创卫等重大主题活动开展系列宣传。

宣传推广《南开文明微十条》《见证》《改革开放看南

开》等系列视频。组织开展网络中国节系列活动，

打造“韵味南开”品牌。

【信息化建设】　升级三大安全管理系统，保障区电

子政务骨干网和区门户网站安全，获中国信息协会

授予的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安全可控技术应用优秀实

践单位称号。制定《关于南开区社区视频监控系统

建设工作的意见》，将公安技防、社区视频监控信号

统一接入区级视频监控共享平台，整合全区５２６７个

视频点位，实现全区一张网，供各单位共享共用。

全年发现并处置网络安全隐患２２次，核查处置生态

问题突出的网站７８个。

（王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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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检监察

区纪委重要会议

【区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　２月９日召开。区委书

记姚来英出席并讲话，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区

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区纪委常委

会主持，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王艳玲做全会工作报

告起草说明，区纪委委员审议并表决。

【区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１２月 ２５日召开。听

取２０名基层党政主要负责人分别围绕履行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个人作风和廉洁从政情况等

方面，以现场口头述责述廉和书面述责述廉两种

形式，向大会进行陈述，并接受参会人员现场问

询、民主测评。区纪委主要负责人约谈民主测评

中得分靠后的 ５名党政主要负责人，督促责任

落实。

区纪检监察主要工作

【监察体制改革】　１月９日，南开区第十七届人大

召开第４次全体会议，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王艳玲

当选为南开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南开区第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１０次会议根据新当选监委主任王艳

玲提名，任命刘泽红、高华、王涛为南开区监察委员

会副主任，任命王津生、王斌、张艳、王东胜为南开

区监察委员会委员。１月１０日，天津市南开区监察

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８月４日，印发《关于推进监

察工作向街道延伸的实施意见》，南开区１２个街道

全部成立监察组，与街道纪工委实现合署办公，配

齐街道纪工委书记、专职副书记和专职干部，实有

人员３５人。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　先后组成８个检

查组，对全区３７个单位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在全区

通报曝光，督促整改，对发现问题较多的１３个单位

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１２月２１日，组成１９

个检查组，对全区５６个正处级工委、党委（党组）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进行年度检查考核。

通过线上平台检查、实地检查、谈话了解、知识测

试、民主测评等方式，全面了解各工委、党委（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对５８名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不力、失察失管的党员干部进行追责问

责，推动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工作】　节前制发警

示通知、节中发送廉洁提示短信，持续明确纪律要

求，促使党员干部知敬畏、明底线，严守纪律规矩。

坚持明察暗访常态化，将抓节点与抓日常结合起

来，持续形成警示震慑。先后对１７９个单位和部门

以及部分景区、商圈进行监督检查，测量办公用房

１１４间，先后５次调取全区１２７辆公车行驶轨迹，调

取全区各单位开具税务发票情况，全面排查问题。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３０件，处理４１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３７人，涉及处级干部２８人，

诫勉谈话处理４人。坚持对查处违纪问题进行点名

道姓通报曝光，对１０件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进行通报，以严肃问责倒逼责任落实，以反面典型

强化警示教育。

【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　拟定《南开区深入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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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组织召开区委不作为不担当

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会议和不作为不担当问题

专项治理三年行动部署推动会，对全区开展专项治

理三年行动工作进行部署。发挥群众监督作用，通

过电视、网络、报纸、“清风南开”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公布全区５６个单位和部门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

项治理监督举报电话，面向社会接受监督举报。全

年共查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１５４件，处理２１０人，其

中党纪政务处分７０人，诫勉９人，通报批评１１人，

其他处理１２０人。制发《情况通报》７期，通报不作

为不担当典型问题２０件，８件典型问题在全市通报

曝光。

【信访举报】　年内，受理信访举报１０２０件。其中，

纪检监察业务范围内信访举报５７８件，包含区纪委

监委自收信访件４０２件，市纪委监委转办件１５６件，

其他部门转办件２０件；首次举报３４５件，重复举报

２３３件；实名举报１９７件，匿名举报３８１件。受理不

作为、不担当信访举报１６９件。

【违纪案件查处】　受理和处置问题线索３８５件；立

案１６４件，比上年上升１７％；结案１２２件，比上年上

升３０％；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１１１人，比上年上升

２１％；对８人采取留置措施，比上年上升１６７％；涉

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９人，比上年上升２００％。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运用身边案例加大警示教

育力度，全年通报违纪案例３０件。深入剖析王顶

堤街原副主任姚家祥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拍摄警

示教育专题片《姚家祥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召

开全区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处级以上领导干部５００

余人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和廉洁公益广告《风

筝》。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组织全区各单位学党

规党纪，观看警示教育片，开展专题讨论。在节假

日期间向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纪律提示，

全年发送廉政短信 １１８条。拓展警示教育渠道，

在“廉韵津沽·清风南开”网站设立通报曝光、以

案为鉴等栏目，运用中央纪委、市纪委通报曝光典

型案例和区内查处典型违纪违法案例进行警示

教育。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开

展扶贫助困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梳理汇

总扶贫助困领域问题线索，建立问题线索台账，督

促各承办部门快查快结、一查到底。强化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监督执纪问责，研究制定《南开区纪委关

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实

施方案》，加强与公检法相关部门对接，组织对公安

南开分局办结的涉黑涉恶案件逐案排查，对区检察

院审查起诉、区法院办结的涉黑涉恶案件全面分析

研判，深入查找问题线索。加大问题线索查办力

度，对３件问题立案，涉及人员４人。全年查处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３５件，处理４６人，其中

２０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４人受到通报批评，２２人

受到“第一种形态”（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２）处理。

（王熙鹏）

巡察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委巡察机构围绕区委、区纪委

重点工作任务，紧扣巡察主责主业，聚焦“六围绕一

加强”（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３），探索巡视巡察一体化监

督，推进巡察全覆盖，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伸向纵深发展。修订完善《十一届南开区委巡察工

作规划》，制定《中共南开区委２０１８年巡察工作计

划》《区委巡察办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开展四轮政

治巡察，对１２个街道党工委开展常规巡察和扶贫助

困工作巡察，对９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常规巡察，对３

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巡察“回头看”，对１个基层党组

织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治理专项巡察。巡察中，

发现问题２５３个，移交问题线索８４个，立案２０件，

党政纪处分处级干部１７名。各巡察组向被巡察党

组织提出意见建议７７条，向相关部门提出建议２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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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撰写专题报告５份。

【巡察全覆盖】　按照“重点先巡、难点深巡、热点

必巡”思路，推进对包括区属处级行政机关、参照公

务员管理处级事业单位、处级事业单位、未定级（相

当于处级）事业单位、区属处级国有企业党组织巡

察全覆盖。年内，巡察３８个处级单位党组织。探索

“巡街带居、巡委（局）带所（站、队）”方式，推进对

社区党组织和基层站队所党组织检查全覆盖。确

定安排两轮专项巡察任务，对区民政局、残联以及

１２个街道开展扶贫助困工作专项巡察，实现职能部

门和街道系统全覆盖；对区房管局开展不作为不担

当问题治理专项巡察，推动解决共性问题，发挥专

项巡察威慑力。对被巡察过的３个处级党组织开展

巡察“回头看”，重点监督检查巡察整改情况，形成

持续震慑，体现党内监督严肃性。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　探索巡视巡察上下联

动监督机制，创新巡察方式方法，发现深层次问题，

形成长效震慑。在市委巡视办组织协调下开展统

配巡察，由外区１３名巡察干部和区内２名巡察干部

组成３个统配巡察组，以陌生面孔开展巡察工作，发

现问题７１个，向区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３２件，向

区委组织部移交问题线索４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

巡察组协助市委巡视三组对南开区专项巡视工作，

实现巡视巡察同步同频、信息共享、情况互动。

【巡察创新工作思路创新】　在巡察中坚持问题导

向，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三大问

题。明确责任分工，多方搜集信息，通过互联网和

上级主管部门，收集被巡察单位网络舆情、行业规

范、行风建设等情况。进驻前，根据所搜集信息进

行汇总、分析、研判，明确巡察重点、巡察方式方法，

制定巡察方案。进驻期间，针对前期了解情况，制

订谈话方案，明确谈话提纲。创新突破传统巡察方

法，形成全面“听”、深入“谈”、认真“查”、突然“访”

的工作思路。各巡察组坚持一事一结问题梳理方

式，对重点问题及时召开组务会分析研判，深挖深

层次原因，分析问题根源，寻找突破口，进行查证、

核实，固定证据，制作问题底稿，把线索弄清弄明。

各巡察组调阅会议记录等各类资料９４００份，查阅账

目１６９１册、原始凭证 ７１８０本，发放收回调查问卷

（民主测评问卷）１０４２份，个别谈话８９０人次，列席

工委、党委（党组）会议２０次，延伸检查科所站队、

社区等１２７个，接待来电来信来访４７个（件）。

（李　立）

统一战线

【概况】　全区８个民主党派有成员２９６１人。市人

大代表中党外人士 １４人，市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

２３人，区人大代表中党外人士２４人，区政协委员中

党外人士１０７人。区级领导干部中安排党外人士５

人，其中党外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１人，党外副区长１

人，党外政协副主席（兼）３人。全区党外处级干部

３２人，其中正处级８人、副处级２４人，政府工作部

门中３人担任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区政府设置的

２８个工作部门中，１０个部门安排党外处级领导干部

１２人，配备比例３５７１％。２０１８年，区委统战部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落实党管统战主体责任，调整区委

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召开统战工作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和办公室（扩大）会议，在区理论学习

中心组围绕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举办辅导

讲座。完善大统战格局，强化统战工作三级网络建

设，出台《南开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统战工作的

实施意见》，全年到街道社区调研统战工作１１９次。

开展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７０周年和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系列活动，带领党外代表人士到重庆、西柏坡、

井冈山等红色胜地开展系列主题实践活动，举办统

战系统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迎国庆中秋茶话会、重

阳节慰问归侨侨眷公益演出和参观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书画展。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

建设，组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不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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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在党外知识分

子中开展“跟党迈进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主

题教育，举办党外人士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暨

宪法学习培训班，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开展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教育活动。加强南

开大学附中和崇化中学西藏、新疆内地高中班建

设，协调帮助民盟南开区委会二十五中学支部成立

天津市第一家区级基层“盟员之家”，接待香港青年

到区实习、交流１００余人次。

【多党合作与参政议政】　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升

多党合作效能，落实《中共南开区委２０１８年度政党

协商和民主监督工作计划》，召开党外代表人士座

谈会、协商会、通报会１２次，加强民主监督。制定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区级领导干部同党外代表人士

联谊交友的意见》。以创文创卫和“健康南开·共

享共建”为主题，开展党外代表人士向区委提出意

见建议的参政议政“直通车”活动。党外代表人士

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２００余件，其中致公党南开

区委会党员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

开展特约人员监督工作，在区监委、区教育局等６个

单位，聘请党外特约人员４８人。

【服务非公企业】　加强非公经济工作，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打造亲清政商关系，发挥“鼎泰丰下午茶”

品牌效应，进一步搭建政企交流平台。成立南开区

工商联（商会）法律顾问团，建立民营企业家法律维

权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组织“百名律师走进百家民

营企业”活动。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与甘肃省夏河县、环县、庆城县签订产业扶贫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推荐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

狗不理集团董事长张彦森参选“改革开放４０年全

国百名优秀企业家”，以上二人获评。

【党外干部管理】　加强党外干部队伍建设，将党外

干部挂职锻炼、轮岗交流、培养使用纳入全区党政

干部培养使用总体安排，出台党外干部选拔培养使

用“六个共同”（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４）工作机制实施意

见。实施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百人计划”（见２１９页

注释１５），建成包括３２名处级干部和５８名正科级

干部在内的党外后备人才资源库。

【统战宣传】　编发《统战工作通讯》，全年出刊２８

期。向市委统战部报送工作信息１４３篇、党外代表

人士意见建议５０余条。升级改版统战微信公众号

“南开同心园”，发布统战工作动态和舆情信息，打

造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新阵地。

【侨联换届】　４月２２日，区第七次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宗山代表南开区侨联第六届

委员会所作工作报告，全票选举产生南开区侨联第

七届委员会，包括主席１名、副主席３名、秘书长１

名、常务委员９名、委员２３名。

（崔泽亮）

对台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走访

台资企业２２家次，为台商解决实际问题１６件。为服务

台企台胞建立专题专线专人“三专”工作服务机制。组

建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参访团赴台参加教育论坛。

【涉台服务】　解决台企、台胞的企业审批、资质申

报、市容外檐、案件审理、公积金办理、子女就学、房

屋购置、产权办理、户籍迁入等问题 １６件。健全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与日常服务台企工作相结

合的工作机制，完善台企信息采集系统，将台企按

照注册地址所在街域、社区进行划分，对６９家台企

实行网格化服务。建立重要节日安全生产和生活

提示机制。在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前，通过走访、

电话、短信等形式，进行安全生产生活提示１００余人

次。健全完善联席会服务机制，走访区人社局、审

批局、民政局、公安南开分局等涉台服务单位。建

立服务台企台胞专题专线专人“三专”工作服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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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与区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南开分会合作建立

全领域菜单式优选法律服务平台，创建专题专线专

人“三专”协作机制，为台胞台企提供法律服务。开

展台胞台属联谊、慰问、帮扶活动，走访１１户次，慰

问患病困难台商台属６人次。

【涉台宣传】　组织台商恳谈会两次，２０人次参加。

组织台资企业负责人参观南开区新社会阶层人士

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示范基地，召开座谈交流会。开

展台海形势暨对台工作培训会，１００余人参加。组

织台属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对台大政方针２０人

次。为全区１７３个居委会订阅《台湾工作通讯》，指

导社区开展涉台宣传教育活动。以走访、座谈、报

告会等形式宣传涉台工作，４５０余人次参加。“一家

亲”南开区社区服务台胞工作平台 ＡＰＰ后台注册全

区１８６４名社工。向“津台之桥”网站及微信公众

号、《对台工作通讯》《天津对台工作》《天津台商》

等媒体报送对台工作信息，被采用２４篇。中国台湾

网报道《天津南开区建立“三专”服务机制，助台胞

大陆求学就业》，推荐阅读量４８３万，微博阅读量

２８万，单月入台阅读量排第２位。

【对台交流】　组建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参访团赴台

参加教育论坛，参访岛内中小学。分别组织民主党

派、街道、社区人员参加市台办交流团赴台参访。

指导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天后宫做好对台接待服务

工作。接待多个台湾团组到向阳路街道昔阳里、万

兴街道金融街、长虹街道盛达园等社区参观交流，

参观天津天后宫、古文化街等地。

（刘思佳）

政策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８年，部署全区重点调研课题及区委常

委副区长重点调研课题。围绕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经验做法起草调研文稿，在市级刊物刊登２篇。起

草《中共南开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２０１８年

工作要点》及《２０１８年全面深化改革任务台账》，分

解重点任务落实到责任领导和责任部门，开展全面

深化改革重点任务督察。

【文稿起草】　起草《中共南开区委２０１８年工作要

点》、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讲话文稿。起草市级层

面参会发言文稿主要有：市委市政府现场办公会发

言材料，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回

头看”情况汇报，市委有关领导调研基层党组织、科

技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工作汇报材料。起草全

区范围内讲话文稿主要有：区委全会、落实“三个着

力”推动会、组织宣传统战会议、创文创卫推动会、

科研院所座谈会、警示教育等重要会议以及南开党

政代表团赴甘肃对口帮扶讲话材料、接待蒙古国代

表团讲话文稿等重要材料。

【组织推动全区调研工作】　制定印发全区关于加

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实施意见，为开展

调查研究提供指导。印发《南开区 ２０１８年重点调

研课题》和《２０１８年区委常委、副区长重点调研课

题》。围绕党的建设、养老服务、提升文化软实力等

方面开展调研，《关于居家和养老服务改革的调研

报告》报送民政部；《关于搜集“历史碎片”讲好南开

故事，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调研报告》在《天津体

改研究》发表。配合市委研究室就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和发挥基层组织核心作用开展工作调研。

（杨　虹）

档案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到天津市滨海新区档案馆、北京

市东城区档案馆、南京市建邺区档案馆、苏州市太

仓市档案馆开展系列调研，形成调研成果，优化调

整档案新馆设计方案。加大对重要档案征集接收

力度，全年接收文书档案８９２７盒。加快馆藏档案数

字化进度，完成馆藏档案扫描、挂接数据 １１７１３

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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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基础业务】　接收区属５１个单位８９２７盒

文书档案进馆，整理完成５５９７６件。依法开放馆藏

档案６４个全宗６２３卷，对馆藏满３０年全宗单位档

案进行鉴定划控，报送市档案局审批，延期向社会

开放１３２３卷。整理、核对、征集档案４６５卷、实物档

案１１件、图书资料７册。整理５６个单位现行文件

４９４４件。全年接待查档人员２９４１人次，调阅档案

１０３２４卷次。完成馆藏档案扫描、挂接数据４７个全

宗１１７１３万页，录入档案目录２８７０２条。征集接收

区内知名书画家胡毓中《津门故里三赋》档案８件。

３月３０日，在区档案局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家

庭档案捐赠仪式上，胡毓中捐赠《津门故里三赋》手稿（区档

案局提供）

【档案监督指导培训】　年内参加全市市场监管“双

随机”联查（见２１９页注释７）２次。对４８个单位开

展档案行政执法检查，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１７件，

提出整改意见４００余条。依法开展专项指导２０场，

培训３００余人次，实地指导 １１０个单位，培训 １３２

次，线上指导６００余次。

【档案新馆建设】　“档案新馆建设”“加快数字档案

馆建设”列入区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启动

南开区档案馆建设工程”列入区２０１８年２０件民心

工程。７月，对南京市建邺区档案馆、苏州市太仓市

档案馆进行调研，优化设计方案，明确新馆建设时

间表、路线图，对新馆平面图纸进行调整。

【档案宣传】　与区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纪念建

党９７周年党史图片展，参观１０００余人次。６月，开

展“６·９国际档案日”活动，围绕“档案见证改革开

放”主题，集中展示反映南开区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成

就和档案事业发展的展牌２７面。１２月，在长虹公

园举办“１２·４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活动。

（赵　松）

党校教育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委党校（行政学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找准职责定位，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渠道主阵

地作用，举办各类班次１１期，培训学员６９７人。教师到

基层讲党课７０次，受众３０００余人次。建立规范调研科

研工作体系，印发教师调研课题立项书，确立调研工作

年度推进计划。调研获市委组织部、市委党校等市

级立项４项，区级立项３项。在市委党校系统第十

届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中，区委党校教师分获一、二、

三等奖。调研文章获市委组织部调研成果二等奖１

篇。向市委党校上报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征文７篇、天

津解放７０周年征文２篇。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

作，明确党总支书记为意识形态工作第一责任人，

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工作计划、年度考核。对教师

授课内容严格把关，授课前统一签订《南开区思想

文化类报告会、研讨会、讲座、论坛承诺书》，并执行

跟班听课制度。编辑《决策参阅》４期，为领导决策提

供参考。开展集体学习１８次。召开学习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讨暨先进典型表彰

会，交流研讨优秀成果，表彰各类先进典型。

【干部教育培训】　全年举办各类班次１１期，其中处

级干部进修班２期，培训学员６１人；科级公务员任职资

格培训班２期，培训学员６１人；党性教育专题培训班１

期，培训学员２７人；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２期，培训学

员１７８人；青年干部培训班１期，培训学员４４人；新录

用公务员初任培训班１期，培训学员１４７人；新党员区

级示范培训班１期，培训学员１４４人；甘肃省庆阳市环

县党政干部培训班１期，培训学员３５人。培训课程设

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加快

推进‘五个现代化天津’在南开区生动实践专题”“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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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题”“领导科学与相关知识专题”“撰写调研论文

与结业测评专题”５个单元。领导干部上讲台，９位区

委常委先后到党校授课。理论学习、课堂讲授与现场

教学、异地教学相结合，推进多媒体教学、研讨式教学、

访谈式教学。加大知名学者、专家、企业家授课比例，

邀请市委党校和高校知名教授学者１６人。梁启超纪

念馆金牌讲解员以及九安电子、大悦城和今日头条等

知名企业的企业家到校授课。组织学员到１０余个现

场教学点位参观学习、拓展训练。处级班学员赴山东

沂蒙和兰考焦裕禄干部学院接受党性教育。研究制定

《南开区干部教育培训学员考核办法》，加强学员在校

期间管理。创新组织管理方式，从学员考勤管理入

手，依托天津干部在线学习平台，实行网上签到制

度。从党性锻炼、理论知识、学风、作风等方面量化

考核目标，加强对学员考核管理。

【调研科研工作】　全年撰写科研论文１０篇，发表２

篇，获奖５篇，完成调研报告７篇。《改革开放４０年中

国与世界关系的演进及启示》获市委党校举办的“纪念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征文活动一等奖。《中国外交

决策理论研究述评》《城市化进程中城区基层党建问题

研究》《以高度政治自觉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３

篇理论文章分别获市党校系统第十届优秀科研成果

一、二、三等奖。《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校事业又快又好发展》获区级

机关工委举办的“学思践悟十九大，坚定信念跟党走”

理论征文一等奖。《关于加快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建

议》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决策咨询课题立项，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辩证关系》

获市委党校一般课题立项。

【党校教师到基层宣讲】　区委党校成立骨干教师党

的十九大宣讲团，运用党校与街道社区共学互助基地和

党员干部联系点，送党课到社区、街道、领导班子中心

组。全年教师到基层宣讲７０次，听课人数３０００人次。

（谭　滢）

党史研究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委党史研究室围绕区委工作要

求，完善《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历次党代会资料汇编》

第三卷，撰写２０１７年南开区大事述要，出版发行纪

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书籍《阶梯》；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七周年》宣

传展览活动。

【征编《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历次党代会资料汇编》第

三卷】　征集资料、补充完善内容。该卷汇集中共

南开区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相关决议、选

举结果以及届中全会的会议简介、报告等文献资

料，３１万余字。

【２０１７年南开区大事述要编撰】　围绕区域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借助区门

户网站，收集资料，采用编年体例，辅以纪事本末，

撰写南开区大事、要事２万余字。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　出版《阶梯》一书。

全书３０余万字，汇集８５篇文章，发行１０００册，获２０１７

年度全市党史作品二等奖。通过６６位亲历者的视角

讲述南开区人民在改革发展进程中经历的精彩故事。

开展“南开区党的建设４０年”专题研究。内容涵盖党

的代表大会、区域发展重大决策以及思想、组织、党风

廉政、制度建设六个方面，５万余字。

《阶梯》出版（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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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活动】　筹办《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

展览。在区级机关及向阳路街道昔阳里社区、学府

街道天津大学四季村社区、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二社

区布展。该展览围绕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召开的１９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从第一次大革命时

期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发展历程，回顾９７年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历程。展览共计５

期，展板约２４０厘米。

【赠书活动】　在党史知识进机关、进学校、进部队、

进社区、进医院、进科所站队的基础上，把党史知识

输送到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为水

上公园街道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乐智宝国际

幼稚园党组织赠送图书２００册，扩大党史宣传教育

覆盖面。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７周

年》展览现场（区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耿　雪）

区级机关党建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级机关各级党组织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围绕“服务中心、建设队伍”两大任务，全

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推进机关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

量和水平。

【党员教育】　年初，区级机关工委将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点任务，写

入《２０１８年区级机关党的建设工作要点》，举办专题

辅导讲座和脱产培训班，邀请专家教授为机关党组

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专

题辅导报告。开展“学思践悟十九大、坚定信念跟

党走”主题征文活动，机关党员干部报送诗歌、散

文、理论文章等体裁稿件５０余篇。在区级机关党员

中举办党的十九大精神理论知识竞赛，１４００余名党

员参与答题测试。创新学习形式，采取网发“每周

一卷”，观看警示教育片，组织学习研讨、专题辅导

和集中宣讲等形式，督促机关党员加强对应知应会

理论知识和党的十九大新思想、新理论学习。向所

属党组织发放《老一辈革命家党建论述选编》《天津

市党员学习读本》等相关学习辅导书籍２０００余套。

组织开展集中观影活动，带领党员观看《厉害了我

的国》《邹碧华》等影片。印发关于规范机关党员干

部着装和文明礼仪规范的相关规定，抓机关党员作

风建设。举办新党员培训班１期，１０名新发展党员

参加。

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辅导讲座现场（区级机关工委提供）

【基层组织建设】　区级机关工委所属有 ２８个党

组、６个党总支和１２０个党支部，党员１８４２人，年内

发展新党员１２人，完成计划率１００％。党员组织关

系排查中，未发现失联党员。基层党组织按期换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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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南开区委

完成率１００％。工委所属党组织书记全部由部门和

内设机构主要领导担任，从组织保障上实现机关党

建主体责任全面压实。年初，机关工委与所属党组

织书记签订党建工作目标责任书，细化目标任务，

确保党建责任层层落实。围绕市委巡视组反馈问

题，在所属党组织中开展专项整治，指导各党组织

点对点查找、整改。开展党员教育阵地建设使用情

况专项督查，组建６个专项督查组，采取培训部署、

实地查看、听取汇报、对比台账、查阅资料等方式，

详细了解查看各党组织党员教育阵地建设和使用

等情况，发现问题后以督办单形式逐一反馈，提出

整改意见５０条。深化“五好党支部”（见２１９页注

释１６）创建工作，开展评选首批基层党建示范点和

党员教育示范阵地工作，结合实地督查情况及投票

评选结果选取区级机关基层党建示范点和区级机

关党员教育示范阵地。七一前夕开展评选表彰区

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基层党组织工

作，推荐产生７名优秀共产党员建议表彰对象、４名

优秀党务工作者建议表彰对象、５个先进党组织建

议表彰对象。规范党费收缴工作，细化党费使用项

目，加强党费使用管理，全年收缴党费８６８８万元，

党费支出５１９１万元。

【机关廉政建设】　将党内法规学习纳入各支部月

度学习安排，将相关知识点编入“每周一卷”理论测

试内容。开展廉洁教育学习活动，以正反面典型案

例为鉴，加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和党的纯洁性

教育。严肃处理违纪党员，对５名违纪党员给予处

分，其中党内警告处分 ３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１

人、留党察看两年１人，涉及处级党员干部３人、科

级及科级以下党员干部２人。

（杨　慧）

保密工作

【概况】　中共南开区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南开

区国家保密局，系两块牌子一套机构，主管全区保

密工作。２０１８年，区委保密办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加强保密工作的重要讲话要求为统领，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和市、区委关于保密工作的决策部署，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思路新理念新举措引

领保密工作新发展，以推进保密工作转型升级、打

赢新时代下的“保密之战”为目标，紧紧围绕全区

工作大局，坚持党管保密、依法治密，强化“三大管

理”（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７），加强保密法治宣传教育，

开展自查自评和定密工作，确保党和国家秘密

安全。

【保密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召开全区保密工作会

议，部署《保密法》宣传周活动。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做国家秘密的忠诚守护者”演讲活动，７００

余名保密干部踊跃投稿，５名优秀代表分享经验心

得。组织观看保密动画宣传片《红线不能碰触，底

线不能逾越》，观影１７００余人次。开展保密法治知

识竞赛活动，２０００名党员干部参加。重大节假日前

夕向全区处级以上领导和涉密人员发送“保密提示

语”短信４０００余条。引导各涉密单位利用现代媒

体手段进行保密普法宣传。

【自查自评工作】　组织召开自查自评工作部署会，

对自查自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开展专项检查活

动，检查计算机２６０台、互联网邮箱３０个，综合评定

２３家单位为“优秀”，５１家为“合格”，５家为“不合

格”。当场反馈检查情况，要求限期提交整改报告。

对不合格单位进行“回头看”，确保自查自评工作全

部合格。对区委网信办、区政府研究室等优秀单位

典型展示，促进涉密单位之间互帮互学，提升全区

自查自评工作整体水平。

【定密工作和涉密人员管理】　召开定密工作培训

会，组织定密专项检查，针对难点、热点问题现场答

疑释惑，解决源头性问题，提高定密工作规范化水

平。加强涉密人员管理，印发《进一步加强涉密人

员出国（境）保密审批工作的通知》，注重涉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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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岗入职、在岗在职、离岗离职的全程保密管理，实

现上岗培训制度化、在岗教育经常化、离岗管理动

态化。

【计算机网络保密管理】　组织互联网门户网站常

态化检查，专人负责每天对全区互联网门户网站、

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办公系统、政务邮

箱进行保密检查。组织公开发布信息保密审查专

项检查，联合区委网信办对使用国外软件代收发

电子邮件等安全保密问题隐患进行排查，做到“四

个不”（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８）。

６月１４日，区保密自查自评工作部署会暨定密工作培

训会现场（区保密局提供）

（陈　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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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大重要会议

【区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１月７日

召开，２４０名代表出席，会议补选南开区第十七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选举产生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补选

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选举产生１名天津市第十七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１月７日，南开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会

场（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提供）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年内，区十七届人大常委

会举行会议１０次。

１月９日，举行第十次会议。会议任命王伟为

副区长，任命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区监察委员会

委员。组织被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

２月２８日，举行第十一次会议。区十七届人大

四次会议上当选的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鲁红经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批准任命，在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会议审议并

通过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议案。会

议听取和审议有关代表事项情况报告。会议听取

和审议区政府《关于办理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关于全力推进“启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议案〉的

安排意见》汇报。会议讨论通过区人大常委会２０１８

年工作要点。

４月２６日，举行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区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议案。听取和

审议区政府关于南开区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

完成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许可

对个别人大代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予以确认的报

告、关于罢免个别市人大代表以及接受个别区人大

代表辞职的议案。审议并通过《区人大常委会关于

修改〈天津市南开区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细则〉等制

度的决定（草案）》。

６月８日，举行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区政府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议案，任命王凤、苗

林栋为副区长（挂职），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６月２８日，举行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议

案。会议听取和审议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受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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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南开区２０１７年区级决算草案的

报告和２０１８年１—５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听

取和审议区审计局主要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

的关于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的审计工作报告；批准２０１７年区级决算。

８月２９日，举行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

过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审议

的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民政局主要

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国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和审

议区综合执法局主要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

关于开展违法建设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会议听取

和审议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区

十七届人大代表出缺情况的审查报告，讨论决定补

选区十七届人大代表有关事项。

１０月３０日，举行第十六次会议。会议传达学

习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重要思想交流会精神。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补

选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

报告。会议听取区房管局主要负责人受区政府委

托所作的关于开展棚户区改造工作情况汇报并就

棚户区改造工作进行专题询问。会议听取并审议

区司法局主要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七

五”普法规划执行情况汇报。会议讨论通过《天津

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的规定（草案）》。

１１月３０日，举行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人民法院提请审议的

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和审议区教育局主要负

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情况汇报。会议听取和审议区发改委

主要负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南开区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实施的中

期评估报告。会议听取区财政局主要负责人受区

政府委托所作的２０１８年１—９月份区财政收支预

算执行情况及预算调整方案报告，审查批准２０１８

年区预算调整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区人

民法院第七期人民陪审员选任名额的决定。会议

听取嘉陵道街道、王顶堤街道人大工委关于开展

街域人大工作情况汇报，万兴街道、水上公园街道

等１０个人大工委以书面形式进行汇报。会议讨

论通过关于召开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决定和

安排意见。

１２月２８日，举行第十八次会议。会议补选江

龙、杨兵为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补

选结果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

由市人大常委会确认并公布。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区政府、区人民法院提请

审议的人事任免议案。会议听取副区长沙红受区

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汇报以及区科委主要负

责人受区政府委托所作的关于区十七届人大四次

会议代表议案办理情况汇报。会议审议区人大常

委会代表工作室关于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

建议、批评和意见督办情况报告。会议听取部分市

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务的述职报告。会议听取区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区十七届人

大五次会议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讨论

通过关于召开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的相关事项

和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会议通报关于宪法宣

誓制度的实施情况。会议书面审议区政府关于对

２０１７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的整改

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主要工作

【人事任免】　 加强对被任命人员监督，重新修订

《南开区实施宪法宣誓制度细则》和相关人事任免

制度５项，完善法律知识考试、宪法宣誓和任后谈话

制度，选举和补选市人大代表３名，补选区人大代表

２７名，对１２名拟任命人员进行考试，组织实施宪法

宣誓仪式１５场８２人次，组织２０人进行任职谈话。

全年任免区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６５人次，任命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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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人民陪审员１３０人。

【执法检查】　 围绕常委会工作重点，就《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天津市学前教育条例》等多部法律

法规在区内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受理群众来

信来访１１２件次，有效化解多年积案。

【人大代表工作】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深化和拓展

代表工作。建立《履职手册》，实行“一代表一档

案”，动态掌握每名代表在任职期间参加学习培训、

视察调研以及提出议案、建议等活动情况。举办以

“学业务、增能力、强素质”为主题的人大代表履职

培训班，区人大代表和人大街道工委有关人员２４０

余人次参加。组织代表到北京、重庆、南京等地学

习交流。强化区人大常委会“工作中枢”和人大街

道工委“前沿窗口”作用，丰富闭会期间代表活动。

组织宪法宣讲、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履职故事

演讲、植树护绿等活动６０余次。邀请代表１８０余人

次列席会议、听取重点工作汇报、旁听法院庭审。

强化市、区人大代表互动，安排６２名市代表到选区

联系选民，组织市人大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廉政教

育、走访企业、视察法院执行工作、述职报告等活动

１０余次。市、区人大代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民计民

生热点问题，撰写调研报告，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议案建议督办】　 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实施监督。组织安全生产专项督

查，４个督查组１１２名市、区人大代表对全区２６个

责任部门开展督查，排查出具体安全问题３９９个，转

相关部门落实整改。响应区委关于打好创文创卫

攻坚战号召，组织代表对３个街道进行督导，明察暗

访８０余次，定期召开联席会分析研判，加强对城市

环境综合整治、社区基础设施配套、集贸市场规范

等工作监督，确保取得实效。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

办１０件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建议。召开办理工作

现场会，组织代表实地督查办理进度，承办部门与

代表“面对面”征求意见，提升办理满意率。正式启

用代表议案、建议网上办理平台，实现内容数据化、

办理网络化、督办在线化、结果公开化，提高代表议

案、建议落实率。推动落实区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

确定的《关于全力推进启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议

案》，就制定、落实、宣传好各项配套扶持政策，打造

创新发展新引擎提出意见和要求，促进科技、金融、

商贸和信息服务发展。

（刘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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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重要会议

【区人民政府廉政工作会议】　 ５月１５日，区政府召

开廉政工作会议，总结部署政府系统反腐倡廉工作，推

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

会议要求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加大简政放权力度，坚决消除寻租空间。切实扎紧制

度笼子，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切实提高执行力，扎实推动工作

任务有效落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区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暨２０１８年中期工作推

动会议】　 ８月３０日，区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暨

２０１８年中期工作推动会议召开，总结全区全面落实

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情况，推动２０１８年河长制湖长制

工作。区长孙剑楠主持，区委书记杨兵出席并讲

话。会议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制度落实，确保河长制湖长制全面见实

效。建立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成果。强化社会监

督，引导公众参与。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推动难点

问题解决。紧跟形势，保持与市里工作步调一致。

（王虹静）

【区政府常务会议和区长办公会议】　全年共召开

区政府常务会议２７次，研究议题１９２项次（不含人

事任免事项）；区长办公会议１次，研究议题３项次。

议题涉及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民计民生、

行政审批等内容。邀请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内设

机构相关负责人出席区政府常务会议，并听取意见

建议，接受监督。经济发展主要包括全区 ２０１８年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工作方案、促进中小企业创

新转型工作、精准化招商引资工作等。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主要包括全区２０１８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全

面落实湖长制工作、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年老旧小区及远

年住房改造工作等。民计民生主要包括２０１８年改

善群众生活２０件实事、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工作、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等。

行政审批主要包括“政务一网通”改革工作、承诺制

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等。会议

决定下发《南开区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转型扶持办

法》《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南开

区落实全国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

作实施方案》《南开区“政务一网通”改革实施方

案》等。

（王萌萌　王虹静）

区政府重要活动

【政府接待】　２０１８年，区政府接待缅甸登盛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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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澜湄合作机制成员国电视摄制组、美中政策基

金会２０１８年第二批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日韩央行

行长、蒙古乌兰巴托市巴彦珠尔赫区基层社区代表

团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亚飞、新党主席

郁慕明、国民党中常委刘大贝等到南开区参观古文

化街。接待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国务院大督

查第二督查组组长（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香港田

家炳基金会董事局主席田庆先到区调研、考察工

作。接待市领导到区调研１０余次。

（陆 炎　王虹静）
２０１８年区政府接待省部级领导和外省市及境外考察团情况

时　间 领导 调研考察内容

２月２２日 副市长康义 到昔阳里社区调研社区服务和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

３月２３日 副市长金湘军 到安华里社区调研老旧小区及远年商品房改造项目

３月２９日 广西北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曾子祥 到区调研并就产业转移对接召开座谈会

４月２２日 缅甸登盛代表团 到古文化街参观

４月２３日 副市长康义
到金融街中心、中关村 ｅ谷创想世界调研楼宇经济，到 Ｃ９２
文化创意产业园调研工业厂房改造项目

５月２１日 澜湄合作机制成员国电视摄制组 到古文化街参观

６月２日 副市长李树起 到咸阳路泵站、地铁６号线长虹公园站检查防汛准备情况

６月７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段春华 到水上国际村燃气供热站检查低氮改造情况

６月８日
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

副市长赵海山
到广东会馆考察

６月８日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小宁 到金地集团双峰道项目检查施工扬尘防治情况

７月２７日 副市长赵海山 到时代奥城实地调研夜市经济

８月５日
美中政策基金会２０１８年第二批
美国国会议员助手团

到古文化街参观

８月２１日
香港田家炳基金会董事局

主席田庆先
到田家炳中学（原育红中学）参观

８月２８日 副市长金湘军 到区查看东南角地铁站建设进展情况

８月３０日
国务院大督查第二督查组组长、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到南开区养老中心查访

９月２６日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冀国强

副市长康义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亚飞

新党主席郁慕明

国民党中常委刘大贝

到古文化街亲水平台参加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

１０月１１日 副市长金湘军 到昌源里棚改片区察看棚户区改造情况并召开现场会

１１月２４日 日韩央行行长 到古文化街参观

１２月３日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

副市长曹小红
到华英星辰幼儿园、第四幼儿园调研学前教育资源建设情况

１２月５日 副市长金湘军 到南开区走访今晚报大厦

１２月１１日 副市长曹小红 到南开区走访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月１３日 副市长康义 到南开区走访中新药业公司

１２月２１日—
１２月２３日

蒙古乌兰巴托市巴彦珠尔赫区

基层社区代表团

到向阳里社区、金融街社区就加强基层社区交流进行座谈，

并参观古文化街、大悦城、南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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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督查】　开展专项督查１３次，其中实地督查

１０次、书面督查３次。对区政府常务会议议定事项

和区重点工作（重点项目）进行跟踪督办。完成市

政府督查室督办任务１４项。完成第五次国务院大

督查检查迎检工作。对承担市级绩效考评社会发

展指标完成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督办区长信箱电

子邮件１３５件。全年编发《督查与反馈》２０期。

（徐美琳 　王虹静）

【建议提案办理】　承办市级建议提案５５件，其中

市第十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市政协第十四届一

次会议期间建议 ４０件、提案 ８件，市级“两会”闭

会建议４件，“９６８１１”代表委员专线电话３件；承

办区级议案、建议、提案 ２０７件，其中区第十七届

人大第四次会议、区政协第十五届第三次会议期

间议案１件、建议８０件、提案１２０件，闭会期间建

议２件、提案４件。市、区两级建议提案办复率、满

意率均１００％。全年组织完成市、区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视察工作６次。

（刘　剑　王虹静）

【应急管理】　 完成《南开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修订工作，修订完成部门和基层单位应急预案。

组织开展《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

应对法〉办法》等法规的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各级

应急机构人员落实，应急指挥平台功能进一步完

善，应急物资保障方式多样化，新建南开公园等４个

应急避难场所。各级值班更加规范，年内全区组织

各类专业培训４６项次、应急演练３５项次，应急体系

建设进一步加强。

（任占果　王虹静）

【政府热线】　 全年接听群众电话３４６７件，其中涉

及市容管理、供暖维修、物业管理、社会治安和施工

扰民等方面问题２２１６件、咨询问题１２５１件，办结率

９７％，答复率１００％。组织“公仆接待日”１０次，“公

仆走进直播间”３次，接听群众反映问题２３４件，办

结率１００％。

（杜　刚　王虹静）

【政务信息公开】　 调整完善政务公开领导机构，印

发《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加大行政

审批、行政处罚等信息公开力度，权责清单实行网

上动态管理，财政资金信息进一步公开，全面公开

房屋征收补偿、子女入学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

事项。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２８７２０条，其中政府

网站公开１３２８４条、政务微博公开１０５１０条、政务微

信公开４４７７条、其他方式公开４４９条。收到政府信

息公开申请７８４件，答复率１００％。

【政务网建设】　 从网站可用性、信息更新、互动回

应、服务实用等情况监测全区２家独立网站和２５家

二级域名网站，建立督办单制度，指导、督促整改网

站问题。政策解读、人事任免、统计数据等信息实

现公开。加强政民互动服务，受理网民有效留言

１０８２条。

（徐嘉娟　王虹静）

人事人才

【概况】　 ２０１８年，把握人才兴区、人才强区战略思

路，以聚集高端人才、抓住中端人才为目标，把引

才、育才、服务人才贯穿于培训、职称评定等各项工

作之中。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在保障和落

实用人主体自主权、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激

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完善人才服务体系等方面，

强化人才服务机制建设，注重营造尊重和服务人才

的环境氛围。强化人才工作载体建设，注重多方

位、宽视野推动人才事业发展。全年招录公务员７０

人，其中行政编３６人、参公编３４人。向各专业技术

系列评审委员会推荐中级２２９人、高级７８人、正高

级３人；经评委会评审通过中级１８９人、高级５９人、

正高级１人。组织科级干部任职培训及新录用选调

生公务员初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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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招录】　 采取全区统招统分的方式，完成区

内２５个岗位７０人招录工作，其中行政编３６人、参

公编３４人，并根据专业类型、工作经历等因素，分配

至全区３８个单位。

【军转干部安置】　春节和“八一”期间，会同各街道对

全区企业的军转干部进行慰问，通过慰问排查出５５户

特殊困难家庭给予重点帮扶。落实市委“涉军工作２０

条”相关要求，慰问６名军转干部。９月成立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筹备组，逐步移交相关职能。

【机关事业单位人事任免】　 开辟基层干部晋升职

级通道，拓展基层干部队伍职业发展空间，完成９个

街道、１个司法所２０名干部的职务职级并行工作。

为２０１７年团职以下、技术级军转干部及政府序列新

招录公务员 １０２人办理公务员（参公）登记手续。

办结人事调动５５８件，审批政府序列科级干部选拔

任用工作１２０人次。为区处非办、退役军人事务局

筹备组、西营门核心区建设指挥部、创建食品安全

城市工作组、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组 、达沃斯论坛

维稳工作组等区级重点工作抽调工作人员４３人。

【考核考评】　根据公务员考核各项规定和干部管

理权限，规范考核制度，严格平时考核标准，定期抽

查各单位考核情况，按时上报《南开区公务员平时

考核备案表》及《南开区公务员平时考核汇总表》，

一对一严格把关。举办 ２期科级公务员任职培训

班，６２名干部参加培训。组织为期１２天的新录用

选调生、公务员初任培训，１４７人参加。组织１１９人

次参加市公务员局开展的在职专题培训班１９期。

【人才专项服务】　 落实全市“１３１”创新型人才培

养工程（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９），９人获评区２０１７年度

“１３１”第二层次人选，１人被推荐为天津市２０１８年

度“１３１”第一层次人选。协助留学生创业企业申请

天津市专项补贴１４万元，推荐１家留学生创业企业

参评全国留学人员创业启动支持计划。深入实施

“海河英才”行动计划（见２２０页注释２０），确保各类

人才有序高效落户，受理落户申请１１３７５件，发放调

档函３０２８张，发放准迁证７４２２张，落户７０２４人。

【职称评定】　 完成中初级政工师评审、高级政工师

述职答辩工作以及 ８１名高级政工师、２７７名政工

师、１９２名助理政工师和１３名政工员的注册工作。

１３人通过初级政工专业职称评审，６人获高级政工

师资格。开展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为区内

１００余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服务，用人单位自主

聘任初级专业技术职称３５８人。向各专业技术系列

评审委员会推荐中级２２９人、高级７８人、正高级３

人；经评委会评审通过中级１８９人、高级５９人、正高

级１人。落实“津八条”（见２２０页注释２１）和“南开

２０条（见２２０页注释２２）”等人才政策，做好高端人

才引进、培养等相关工作。

【工资福利】　 开展２０１７年人才和工资统计及数据

上报工作。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制定区内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实施意见。完成

教育、卫生系统所属事业单位工资变动工作，岗位

设置兑现工资１０９１人，职称兑现工资４０３人。对全

区机关事业单位１１８００人工资晋升数据进行逐人审

核，查出问题令其查明原因，补齐整改。联合区财

政局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全区工资津贴补贴发放情

况自查工作的通知》，检查津补贴发放情况，对存在

问题即查即改。

【事业单位聘用制管理】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备案

２３８份。２０１７年新招录事业编人员、军转安置、外省

市调入聘用备案１１２份。完成区教育系统及房管局

下属部分事业单位事业编制岗位设置调整、重新签

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及审核工作。制订２０１８年事

业单位招聘方案和计划，完成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备案办理相关入职手续人数分别为教育系统 １２０

人、卫生系统１０７人、其他系统２０人。

（袁令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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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调研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政府研究室围绕全区重点工

作和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

意见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完成领导讲话材

料和综合文稿９０余篇。在《天津政务参考》刊发稿

件２篇，编发《南开调研》５期、信息刊物４５期。

【调查研究】　参与制定《南开区２０１８年重点调研课

题》和《２０１８年区委常委、副区长重点调研课题》。针

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完成调研报告《关于

促进南开区现代金融业加快发展的调研报告》《弘扬

周恩来同志“楷模精神”以红色文化闪亮南开标识品

牌》《以智能科技产业为引领，构筑高质量发展新优

势》《打造总部南开、法律南开、会展南开、智力南开，

促进南开商务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全区１２个街道

集中调研情况汇总》５篇。在市政府研究室《天津政

务参考》上刊发《以智能科技产业为引领，构筑高质

量发展新优势》《瞄准高质量发展新目标，展现南开

新作为》文稿２篇。收集、汇总市级部门和先进地区的

发展经验和优秀成果，编发《京津冀协同发展动态》１５

期、《媒体动态》１５期、《上海市区信息专辑》１５期，进一

步拓宽咨政广度和深度，有效发挥辅助决策作用。

【专题文稿撰写】　起草区政府主要领导《在南开区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暨２０１８年改善群众生活２０件

实事动员会上的讲话》等文字材料，研究提出在市现场

办公会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完成南开区推进全国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新闻发布稿和区长接受

天津电视台、广播电台访谈稿等材料。完成区政府工

作报告、区政府领导班子工作总结等综合文稿。

（钱勇博）

民族宗教事务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少数民族４５个３５万人，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信教群众２万余人。有佛教天津

居士林、伊斯兰教清真东大寺、天主教西南角教堂、

天主教仁慈堂、基督教仓门口教堂５个正式宗教活

动场所。经批准，王顶堤街道、嘉陵道街道、万兴街

道、向阳路街道设基督教家庭聚会点。指定韩国人

宗教活动临时地点，基督教为威斯顿酒店、海州国

际大酒店、时代奥城，佛教为新城市花园、大安翠薇

园。新南马路五金城、不锈钢城、书香园为温州客

商基督教临时活动场所。参加天津市第八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学

校）１７０余人组队参加９个项目的竞赛和表演，崇化

中学４７名新疆内地高中班学生组成的舞狮表演队

获表演项目一等奖，示范社区毽球队、花毽队获５块

银牌、４块铜牌，蹴球队和陀螺队获运动会颁发的

奖杯。

【“双创”工作】　围绕“两个共同”（见２２０页注释

２３）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和谐宗教活

动场所创建活动（简称“双创”活动）。持续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

校、进宗教活动场所活动。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

月活动，组织全区６００余名干部群众参与民族知识

和民族宗教政策法规知识竞赛活动，开展在津少数

民族学生“党旗在我心中、国旗在我心中”主题教育

活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民族知识答题活动等。

崇化中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桂顺斋糕点食品有

限公司被评为２０１８年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示范学校、企业，学府街道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二

社区被评为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典型示范社区。

学习宣传贯彻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召开民族

宗教工作、《宗教事务条例》培训班２期，对全区 ２４０

名街道社区干部和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宗教界

代表人士进行培训。开展宗教活动场所“四进”（见

２２０页注释２４）活动，向宗教活动场所、街道社区发

放《宗教事务条例》《宗教事务条例释义》《宪法》

《党的十九大学习辅导百问》《宗教工作学习手册》

等学习资料８００余册。到各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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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２０余次，张贴宣传挂图４０余幅。

【宗教事务管理】　坚持依法处理宗教事务，修订

《南开区宗教工作联席会议机制管理办法》。召开

宗教工作联席会议９次，分析研判宗教工作形势，及

时处理全区宗教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工作对策

和处置措施。加强对各宗教活动场所、外国人临时

宗教活动点消防、用火、用电安全工作检查。在宗

教节日走访慰问宗教教职人员，沟通情况，了解掌

握活动内容，及时与市宗教局和有关部门互通信

息，保证宗教活动正常进行。协助４名穆斯林群众

赴麦加朝觐。推进基督教仓门口教堂加固修缮和

天主教仁慈堂修缮及改扩建，完成工程立项、资金

筹措等前期准备工作。妥善处置在津外国人宗教

活动临时指定地点不稳定问题，依法维护宗教活动

场所合法权益，维护宗教领域稳定。

【服务民族宗教群体】　春节期间开展送温暖活动，

慰问区内少数民族困难户及宗教界人士１５０余户，

送去米、面、食用油等慰问品。依法加强清真食品

监管，开展清真食品安全大检查，办理清真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备案手续７家。由区政府出资为清真寺

阿訇办理社保手续１人。４月，为回族、蒙古族、满

族、朝鲜族、土家族、维吾尔族、布依族、鄂温克族、

壮族等少数民族初、高中毕业生３６７人办理升学加

分手续。全年完成民族成分更改等各类事项８项，

当场办结率１００％。

（刘亚霏）

侨务外事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侨眷５００余户。有万兴街道

天津大学北五村社区、学府街道天津大学四季村社区、

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一社区、龙兴里社区４个国家级社

区侨务工作先进社区。设有万兴街道天津大学北五村

社区、学府街道天津大学四季村社区２个为侨服务窗

口。全年审批因公出国（境）１２批次１３人次。

【社区侨务】　组织重点社区万兴街道天津大学北

五村社区、学府街道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一社区、龙

兴里社区、天津大学四季村社区开展迎新春文化活

动。万兴街道天津大学北五村社区开展“我们的节

日———浓情六月天，欢乐度端午”归侨侨眷联欢会、

庆“中秋、国庆”双节及重阳节活动。万兴街道天津

大学北五村社区、学府街道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一社

区举办“飞雪迎春”文艺汇演。按照国务院侨办和

市侨办工作部署，开展“侨爱工程———助侨行动”职

业技能培训，在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举办为期１０天

的中西面点制作培训，归侨侨眷４１人参加。两节期

间，慰问老归侨４户。

（陶永利）

信访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信访办以强化执行力建设为抓

手，开展信访积案集中攻坚化解工作和进京越级访

专项治理工作，推动落实领导包案接访、下访工作。

全年接待受理群众来访４０６１人２２０４次，接听群众

来电９８７个，办理上级来件 ８１４件、群众来信 ５９６

件、转办电话信访 ３６件、领导信箱及网上投诉等

５９７件，发生进京到非接待场所１０人次。编写《工作

专报》３６期、《情况月报》４期，向区委、区政府各部门提

供《信访舆情快报》８期、《信访工作简报》１４期。

【信访积案化解】　以“三到位一处理”（见２２０页注

释２５）为化解积案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方法，不断落

实“五个重新”（见２２０页注释２６），压实包案领导、

化解专班工作责任。对照积案化解认定标准，加强

司法援助和思想沟通，１７件积案实现案结事了签署

具结书，９件进入司法程序。坚守法律底线，对于缠

访、闹访、无理诉求等在疏导化解的同时，严肃依法

打击处理，４个积案重点人被依法刑拘，１４件积案通

过听证锁定化解红线，提前１７天实现“清仓见底”，

完成积案化解任务。持续巩固积案化解工作成果，

开展信访积案“回头看”，逐步减少积案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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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越级访专项治理】　重点关注群众重复来信

来访和越级走访反映信访事项，将区内重复进京越

级访和重复申请信息公开的２０件信访事项作为第

二批信访积案推动化解，１００％实现“清仓见底”。

发生进京到国家信访局上访 ７８人次，比上年下降

１０％，到市委、市政府门前集访１１批２３４人次，比上

年下降３７３％。

【信访法治化建设】　４月，组织召开信访干部业务

能力和水平提升培训会，学习宣传《天津市关于进

一步加强信访法治化建设的实施意见》，就实施

“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

详细交流解答，３７家单位分管领导、信访干部及系

统操作员参加培训。充分发挥信访复查纠错功

能，按照《天津市信访事项复查复核办法（试

行）》，对５０件信访复查申请逐件督查、反馈，不断

规范程序。

【群众满意度评价】　保证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等

信访渠道畅通有效。９月，针对“智慧信访”新系统

上线，面向全区信访系统操作员开展培训工作３次。

密切关注群众满意度评价，以创建党员先锋岗为契

机，制定接待工作人员文明用语及行为规范，２２位

区级领导包案１０５件，１３位区级领导到信访大厅接

待群众来访。推动多部门联合作业。全年收到群

众感谢信１封、锦旗４面。

（周凤雅）

行政审批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行政审批局（区行政许可服务中

心）新注册企业５８０５户，比上年下降３７５％，新增企业

注册资本逾 １９５亿元，比上年增长 ４８８％；接件数

４２００件，比上年增长２４４％，办结率１００％。受理投资

项目２０８个，比上年增长１１２３％，投资总额约１３８亿

元，比上年下降６５１７％。网上办件量２４２２件，比上年

下降３３０２％，办结率１００％。区审批局及垂管部门受

理现场审批事项１２３４１２件，比上年下降２９４３％，按时

办结率１００％。市便民中心派发工单５６３９８件，按时接

单率１００％，群众满意率８３９２％。

【审批制度改革】　推进“一制三化”改革（见２２０页

注释２７）。按照《天津市承诺制标准化智能化便利

化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精神，研究制定区相应

《实施细则》。提出搭建全区统一“只进一扇门”的

政务服务中心实体平台、加快构建“区—街—居”三

级政务服务体系的工作目标。从以函代证、信息共

享、信用承诺、一证通办、同级同权等１９个方面，明

确各区级部门、街道办事处、企事业单位及垂管部

门在推进改革中的重点任务，共同推进各类政务服

务事项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一站”办

结。推进“政务一网通”改革。搭建政务服务新平

台，承担组织全区公共服务事项清理规范、服务流

程再造、服务功能升级等职责，代拟《南开区“政务

一网通”改革实施方案》；组织专人对区属３６个部

门、单位的公共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明确区级

事项目录和第一批“就近办、马上办、一次办、网上

办”事项名录。推进“放管服”（见２２０页注释２８）

改革。深化“集中受理、接办分离”服务机制，建立

企业设立、综合服务和投资项目３个受理中心，协调

水务、电力、燃气３个建设项目配套服务部门入驻，

提升审批效率和综合服务水平。创新审批服务内

部流程，试行“多项合一”改革，实现多项审批“一次

收件、并行办理”，部分实现“容缺后补”“以函代

证”，压缩企业办事成本。

【标准体系建设】　明确区级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根

据市级目录进行实时调整，取消许可事项３项、承接

市级下放权限４项，确定区级行政许可事项８９项，

对外公示并实施目录式管理。围绕“一事项一标

准、一流程一规范”要求，取消没有法律依据的申请

材料与冗余环节，实现审批服务“瘦身”。

【窗口服务建设】　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专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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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区人民政府

理三年行动和“作风大整顿、效率大提高”活动，在

服务大厅宣传墙公示《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从仪容

仪表、服务礼仪等方面，严格考量窗口人员行为。

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率。落实“一制三化”

“四办”（见２２０页注释２９）“五减”（见２１９页注释

１）“承诺审批”（见２２０页注释３０）等审批制度改革

各项措施。加快建设项目联合审批改革进程，成立

南开区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受理中心，推出预约办

理、自助办理以及午间无休服务，实施２４小时预约

审批。建立服务企业家工作台账和“津京冀一体

化”服务专点，开辟绿色通道，根据需求安排上门服

务。以服务大厅为载体开展“双万双服”活动，组织

“大力提高审批服务效率，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活动周，２位副区长带领部分职能部门分别在区行

政许可服务中心和万兴街道服务中心开展“现场接

待日”，现场解决问题５０％以上，群众反映问题后续

全部得以解决。引入人社、教育、公安、交警等公共

服务部门集中办公，配合全市“海河行动计划”人才

引进工作。５月至年底，发放户口准迁证４７７５件、

调档函３０３４件，累计受理１０４７９件。

【便民专线服务】　建立职能台账，明确各部门、单

位职责权限，每月编发《南开区便民专线运行情况

通报》，确保服务质量与效率。建立疑难问题联合

会商机制，不定期召开协调会，当场确定主责部门

和配合部门，共同发力促进问题解决。实行２４小时

手机在线值班，保证第一时间接收工单，按时派发

工单到各承办部门和单位。全年派发工单 ５６３９８

件，按时接单率１００％，群众满意率８３９２％。

（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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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重要会议

【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１月６—９日举行。２２０

名委员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并审议《政协南开区

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政协

南开区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案工作

情况的报告》。收到提案１９７件，审查立案１３１件，

转市政协提案和市人大代表建议２０件，转《社情民

意专报》１８件，转《南开区政协委员反映》２８件。

【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２月 １１日举行。２２７

名委员出席会议。协商选举产生主席。

【区政协常委会会议】　年内，区政协十五届常委会

召开会议６次。

第五次会议，１月 ７日召开。审议委员请辞

事项。

第六次会议，２月１１日召开。审议委员请辞、

增补事项。审议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事项。

第七次会议，３月 ２３日召开。传达学习全国

“两会”精神。审议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协商计划。

第八次会议，７月２５日召开。审议调研课题并

协商讨论。

第九次会议，９月２０日召开。审议调研课题并

协商讨论。

第十次会议，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审议区政协十

五届五次会议事项。

【区政协主席会议】　年内，区政协十五届主席会议

召开会议１１次。

第十一次会议，１月４日召开。审议委员请辞

事项。

第十二次会议，２月８日召开。审议委员请辞、

增补事项。审议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事项。

第十三次会议，３月２０日召开。传达学习全国

“两会”精神。审议２０１８年工作要点、协商计划。

第十四次会议，４月８日召开。审议各专委会

工作计划。

第十五次会议至第十九次会议，审议调研课题

并协商讨论。

第二十次会议，１２月１７日召开。审议区政协

十五届五次会议事项。

第二十一次会议，１２月２８日召开。审议委员

请辞、增补事项。

区政协主要工作

【调查研究】　年内，区政协组织委员、政协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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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南开区委员会　

单位等，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科技、城市建设和

社会发展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形成调查研究报告

７篇。其中《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区营商环境打造服

务企业家“南开品牌”的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启航

湾”创新产业区建设的建议》产生重大影响。

【政协委员视察重点工作】　年内，区政协组织委员

视察重点工作１次。７月１０日，组织委员视察鲁能

城购物中心、国安社区智能菜市场、行政许可服务

中心。

【协调解决难题】　成立由主席、副主席带队的７个

工作组，以“走进街道，走进社区，助推‘美丽学府、

幸福南开’建设”为主题，结合“促发展、惠民生、上

水平”活动，走访调研企业、项目３６次，到社区与群

众代表座谈７５次，协调解决企业经营管理、社区建

设等方面问题１５个。

【提案工作】　全年提交提案２１０件，其中大会提案

１９７件、平时提案１３件。经审查立案１３５件，其中

委员提案１１２件、党派团体提案２３件。转全国政协

会议、市“两会”、《社情民意专报》《南开区政协委员

反映》７５件。提案全部办结，其中９８５％被采纳落

实或列入工作计划参考，办复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

均１００％。

（陈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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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南开区委

员会（简称民革区委会）下设６个支部。党员 ２７６

人，其中有台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关系１１９人；全年

发展党员２７人，其中２２人具有民革特色；本科以上

学历 ２１２人，占 ７８％；中级以上职称 １４０人，占

５２％；副高级以上职称６５人，占２６％；女性成员占

３９％；平均年龄４８５岁。市政协委员４人，区人大

代表６人、区政协委员１５人。

２０１８年，深入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民主党派

自身建设提出的要求，明确民革组织履职方向与

着力点；学习传达民革中央、市委会会议精神、全

国政协会议精神；组织党员参加各类培训会、报告

会等活动。开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

习实践和“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

育活动。组织党员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学习贯彻

中共十九大精神及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

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党章和新修订宪法。举办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暨民革成

立７０周年宣讲报告会，组织党员赴西柏坡参观学

习。举办“用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指引新征程”专

题辅导讲座。为党员订阅《团结报》，向党员发放

中共十九大报告单行本、中共十九大辅导读本、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等学习材料。党员撰写学习体会４７篇。

全年参加各类培训学习２３０余人。在区政协十五

届三次会议上，民革区委会被评为“优秀提案单

位”，２名党员分获“优秀提案者”和“优秀信息员”

称号。

【组织建设】　年内新发展党员 ２７人，平均年龄

３６２岁，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占１００％，其中５人具有

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取消５项区委会工作制度条目，制定和修订１０项制

度。制定后备干部库建设工作制度和２０１８年后备

干部库建设方案。１６人次参加党外人士培训班和

民革市委会后备干部培训班。各支部完成届中调

整，充实支部后备干部力量。派代表参加全国优秀

基层支部交流活动。签署《“不忘初心，博爱·牵手

再出发”友好支部共建倡议书》；文化艺术支部与福

建省莆田市湄洲岛支部建立友好支部，制定祖国统

一工作共建方向。与民革市委会卫生总支、中共南

开医院肝胆科支部、水上公园街道复康里社区、体

育中心街道宁乐里社区、鼓楼街道尚佳新苑社区和

长虹街道雅园里社区签订共建协议，开展共建活

动。定期召开支部主委（扩大）会议，传达市委会达

标支部、示范支部创建活动要求及《支部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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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党派

使用说明；举办支部工作经验交流会。２名党员事

迹刊登在民革中央团结出版社《实践者行》一书中。

【参政议政】　民革党员在区检察院担任人民监督

员２人，在区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３人、执法监督员

１人，担任审计局特约人员２人、教育局特约人员１

人、纪委监督员３人。民革党员年内提出６条建议。

民革党员在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上提交集体提

案３篇。在区政协十五届大会上提交书面发言调研

报告１篇，被列为区政协重点督办提案。大会提交

个人提案２０篇，另有４篇提案在市政协、区政协双

周协商会上提出。向市委会提交调研报告１７篇，向

中共南开区委统战部提交调研报告７篇。教育支部

和市委会调研处联合开展专题调研，完成调研报告

２篇。文艺支部以妈祖文化为主题到福建省莆田市

湄洲岛、厦门市朝宗宫等地开展系列调研。行政支

部与市委会就３个专题赴河北省安国县实地开展联

合调研。经济支部与医卫支部就对口帮扶贵州省

纳雍县实际情况开展调研。

【社会服务】　全年用于社会服务善款２２６７万元。

１５０余人次参加扶贫助学助困、文化文艺下乡、法律

健康进社区等社会服务。开展“太阳村”爱心牵手

活动。新春和中秋佳节前夕，筹集善款慰问。“六

一”儿童节期间，带领孩子们参观北京天文馆。到

“太阳村”采访，在团结网上发表新闻稿《让爱心妈

妈不再孤单前行》。开展“爱心牵手”助学活动，资

助河北省承德市丰宁县二中学生４人。与世界红十

字会共同资助学生２８人，１０名企业家党员资助大

学生１２人，助学金额１３５２万元。开展“童公益”

系列活动，多次看望“七色花舍”孤残儿童，开展公

益早教进社区活动，将科学育儿理念带给每个家

庭。走访困难群众４户，捐助慰问金２万元。联手

民革中央中山博爱基金会，资助两名特困党员，计２

万元。看望老党员及特殊困难党员２４人。对宝坻

等４个区７个镇的２０个困难村开展对接帮扶，解答

中草药技术及相关政策问题，推荐中草药品种６个。

先后在４０多个社区和养老机构开展“十正堂关爱

健康———艾灸之旅”公益活动，为３０００余名社区居

民提供免费体验艾灸养生服务。

【祖国统一工作】　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对台方针政

策、习近平对台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主题。加强对台联系交流、文化交流以及

涉台社会服务。接待台湾黄埔同学会、香港天津青

年交流团等４批团队，赠送“足志同心”等数件书画

作品。１名党员出席第二届海峡两岸传统文化高峰

论坛。为台湾大学生提供在津就业实习工作岗位，

为两岸青年文化交流搭建平台。

（武　颖　杨菁菁）

民盟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简称

民盟区委会）设基层支部１８个，盟员４７９人。区委

会主委１人，副主委２人，区委委员８人。盟员中有

市人大代表 １人、市政协委员 ３人、区人大代表 ２

人、区政协常委３人、区政协委员１２人。全年新发

展盟员２７人。

【组织建设】　南开中学支部组织教育界别盟员赴

滨海生态城校区作盟务交流。组织盟员参观调研

“乐器张”古琴制作技艺传承。５月，承办民盟市委

会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朗诵会。５

月２４日，民盟第二十五中学支部筹建“盟员之家”，

民盟市委会主委高玉葆、中共南开区委书记杨兵出

席“盟员之家”启用仪式。科技支部在“科技周”组

织盟员赴西青区垃圾处理发电厂参观。经济支部

发起“不忘初心与改革同行”五四纪念活动，观看

“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年中国诗歌音乐朗诵会”。１０

月，组织盟员赴滨海文化中心参观民盟市委会“奋

进新时代，筑梦新征程”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画

展。１１月，组织新盟员培训，学习新修订民盟章程

及盟务常识。南开中学支部接待民盟上海市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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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人员访问并进行盟务交流。

【参政议政】　提出《促进智慧养老的建议》集体提

案，获优秀提案单位表彰。承担民盟市委会《深化

“放管服”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研课题，盟员

执笔并在市政协有关“深化放管服改革，提高我市

行政服务效能”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发言。盟员《加

强对工业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复建议》被选为市政

协十三届五次会议书面发言材料和党外人士座谈

会材料。与区政协专委会合作《加快推进“启航湾”

创新创业区建设》《提升社区绿化水平，夯实“创卫”

工作基础》２个课题，获优秀调研课题表彰。盟员以

“加快‘启航湾’建设推动南开发展迈向高端”为题

在区政协常委会上发言。盟员以“提升社区绿化水

平，推进城区‘微改造’建设”“重视绿化资源保护加

强园林养护管理”为题分别在区政协双周协商座谈

会上发言。１１位盟内政协委员提出个人提案 １５

件，２名盟员获区政协优秀提案者表彰。盟员《民主

党派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研究》《统一战线助推南开

区“创文创卫”工作研究》获区委统战部调研课题立

项并结题。盟员《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

建议》被民盟中央《民盟信息》和市统战信息采用。

盟员《加强中国图书走出去出版基金的扶持建议》

被民盟中央《民盟信息》采用。

【社会服务】　新盟员、文恒创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红英，为到启航创新大厦调研的市委书记

李鸿忠、市长张国清等领导作科技创新发展汇报，

得到市领导高度评价。盟员李忠益应民盟中央邀

请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开展“同心助学”教育

帮扶活动，为当地教育管理者讲座。盟员万庆刚、

白爱颖应邀参加民盟中央“烛光行动———名师大讲

堂”活动，为黑龙江省部分地区师生授课。为配合

区台办涉台教育宣传工作，天津中学支部阎为国与

盟内骨干撰写初中涉台教育课程教案范本。向甘

肃省舟曲县捐献过冬衣物２２０余件。

（陶　玲）

民建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简

称民建区委会）设专项工作委员会４个、基层支部

１４个。会员６０５人，其中新会员３９人，平均年龄３８

岁。会员中有市人大常委１人、市政协常委１人、市

政协委员１人、区人大代表１１人（常委２人）、区政

协委员２５人（常委 ７人）、民建中央专委会委员 ４

人、民建市委会常委２人、市委会委员４人、民建市

委会专委会委员 ２４人。经济界会员占会员总数

８５％，１００人在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１３名会

员被民建市委会评为优秀会员。推荐区青联委员

１２人、人民陪审员１３人、特约监督员９人、市区新

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１２人、区妇联执委３人。向民

建市委会推荐年轻骨干同志５０余人。副主委张志

军团队入选２０１８年度天津市“１３１”（见２２０页注释

３１）创新团队，２名会员被区妇联授予“三八红旗

手”称号。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促进民企发展座谈会”。举办

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报告会。组织会员聆听民建

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增强政党制度自信，弘扬

民建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

党”主题教育宣讲。邀请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秘书

长张献生作“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履

行职能”报告等。全年组织学习活动９次，各类研

讨培训活动６次。选送２７位领导干部和骨干会员

参加民建中央和市委、区委统战部培训活动 ８次。

赴重庆、井冈山、延安和西柏坡专题培训考察。组

织近８０名会员赴北京参观“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大型展览”。持续开展“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各类活动

１０余次，收集各类征文１３篇。配合民建市委会开

展“会员讲会史”活动，经济一支部主委王晓芳宣讲

会史３２场，近２１００人次收听。出版会刊《天津民建

（南开区）》４期，编辑整理各类稿件１１４篇。向民建

中央、民建市委会、区委统战部和区政协投稿并刊

登１０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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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日，民建区委会会员赴京参观“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大型展览”（民建区委会提供）

【组织建设】　规范支部换届程序，完成１１个支部

换届工作，成立科技四支部，重新调整组织工作委

员会、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社会服务工作委员会

和企业家工作委员会。推动３个支部建立民建会员

之家，民建市委会和区委统战部主要领导到企管二

支部会员之家调研视察，给予肯定。全年１１个基层

支部开展各类主题活动１００余次。中共南开区委统

战部支部与民建区委会经济一支部、中共天津荟骏

劳务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与企管二支部开展结对

共建活动，参加历史文化学习之旅系列活动，出席

中非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研讨会，开展庆“三·八”国

际妇女节插花活动，举办“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

讴歌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学习会章座谈会。参加民

建京津冀晋蒙鲁基层组织第六次（保定）工作交流

会。企管二支部和北京海淀区科三支部、河北省保

定市朝阳支部、山西省忻州市第十三支部结为友好

支部，接待民建汾阳总支到区考察交流。接待民建

中央常务副主席辜胜阻到民建区委会调研，接待中

共中央统战部领导到基层支部调研。

【参政议政】　加强参政议政工作委员会建设，推荐

２１名优秀人才到参政议政委员会。举办参政议政

工作总结表彰大会，３个支部分别获民建区委会参

政议政先进集体一、二、三等奖，１０８人次分别获参

政议政奖项。民建区委会获区政协２０１８年度优秀

提案单位，所撰写调研报告及文章分别获优秀调研

成果、优秀理论文章奖，２名会员获区政协优秀提案

个人奖。８９名会员报送调研材料和各类社情民意

信息１９７篇，全部收录并编辑为《２０１８年民建南开

区委员会参政议政汇编》。其中，提交市人大议案４

件，市人大建议１０件，市政协提案６件，区人大议案

２件、１号议案１件，区人大建议２０件，区政协提案

２２件，区政协集体提案１件。民建区委会会员在市

委会各专门委员会完成调研报告３５篇，通过市委会

报《市长专报》１篇，《海河同舟》采用 ２篇。报送

市、区政协各类协商会发言和书面材料１０篇。向民

建市委会、区人大、区政协报送社情民意信息转有

关部门采纳１７篇。完成中共南开区委统战部部署

调研任务１６项，整理会员意见与建议报送中共中央

统战部《零讯》３８篇。会员《关于组建天津工程咨

询设计集团的建议》得到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

圈阅、市长张国清批示；《关于促进天津市长租公寓

发展的建议》得到副市长金湘军批示，《关于进一步

规范发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解决小微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的建议》由市政协报全国政协采纳。

《新时代加强民建基层组织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与

实践》获民建中央２０１８年重点理论研究优秀成果

二等奖。

【社会服务】　在广大会员中开展“改革开放四十

年、脱贫攻坚做贡献”主题活动，号召企业会员捐献

特殊会费，为脱贫攻坚助力。企业会员带头捐款，

收集特殊会费捐款 ３０７５万元，参与人数 ３７３人。

落实民建中央《关于津京冀民建组织对口帮扶河北

省丰宁县工作安排》部署和要求，促成天津农科院

林业果树研究所与河北省丰宁县政府签署科技合

作协议，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为天津农科院林果研

究所丰宁工作站揭牌。开展“双万双服”为会员企

业服务活动，分别到拾互动（天津）文化交流有限公

司、天津市创举科技有限公司、金色巨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等１０家会员企业进行调研，帮助企业解决

人才用工、公共服务、资金、行政审批等问题。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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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敖立功带领部分会员企

业家到北京市昌平区与北京民建会员企业进行交

流，宣传南开区招商引资政策。在鼎泰丰孵化基地

建立民建会员企业交流合作平台。各支部开展为

失独老人献爱心、宁河爱心助学公益行、慰问自闭

症儿童康复中心、深入广开街道宝龙湾社区、好多

帮社区服务中心进行义诊和法律义务咨询等社会

公益活动，惠及群众６７０余人。

（王智慧）

民进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简

称民进区委会）设基层支部２５个。会员５３０人，全

年发展会员１９人，转入１人。涉及职业领域１４个，

平均年龄 ５０５岁。会员中，女性会员占 ５６８％。

会员中有市政协委员１人、区人大代表１人、区政协

委员２３人。２０１８年，民进区委会开展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神、中共十九大、

民进十二大会议精神、全国“两会”精神、学习《习近

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等专题学习活动。组织会员

参加《中国共产党章程》、宪法、会章、统战理论、政

协知识培训８次。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

前进”主题征文活动，选送优秀作品参加民进中央

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征文活动。

《“五一口号”精神永存》获三等奖，《共画同心圆，合

筑中国梦》获优秀奖。１１名会员在民进市委会纪念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征文活动中获奖，其中２人获一

等奖，１人获二等奖，３人获三等奖，５人获优秀奖。

组织会员观看天津市党外人士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文艺晚会、天津市舞协新人新作舞蹈晚会、天津

市侨联重阳节文艺晚会、南开区统战系统迎国庆中

秋文艺演出等活动。举办为期１５天“学习民进会

章网络答题活动”，近２００名会员参与。７人入选民

进中央２０１８年“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

代”光荣册。７人受聘检察院、审计局、教育局、国税

局特约人员。１人获民进全国宣传思想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民进区委会获政协南开区第十五届委员

会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案单位称号。４人获民进天津

市参政议政先进个人称号。

【参政议政】　民进区委会举办骨干会员培训班、调

研课题研讨会等活动。组织１３名骨干会员到天津

市行通律师事务所调研。提交提案、议案１７件、社

情民意４件。《关于促进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企混

合所有制改革的建议》《适度增加教师编制，满足教

育刚性需求的建议》提交市政协。《关于试点推行

“安全生产顾问制度”的建议》及答复在３月２９日

《天津日报》全文刊载。《关于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的调研及建议》《关于青少年法治教育精准

化的建议》《以“区域—数据”理念为引领，促进“社

区型医养结合”医院建设的建议》《关于保护和发展

传统曲艺艺术的建议》《关于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促进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建议》《弘扬工匠精

神，推进“品质革命”，促进我市传统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建议》６项调研课题获民进市委会课题立项。

完成《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中的重要

作用》《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

用》《建设高素质参政党的认识与思考》《关于民

主党派加强机关建设的思考》《民主党派基层组织

建设问题研究》５个理论调研课题。１人参加民进

中央基层组织建设调研。１人参加市广播电台政

协连心桥直播节目。１人参加市政协学前教育调

研活动并作会议发言。《依法治理“校闹”保障师

生合法权益》《调整针灸推拿复诊挂号方式的建

议》《运用国家电网大数据协同打击“黑广播”的

建议》等６篇社情民意报送民进中央、市委会、市

政协、市区委统战部。

【社会服务】　组织开展政务诚信与职业道德、宪法

宣讲、公文写作、科普知识、文化参观等活动。民进

区委会协办第七届“赛思阳光杯”青少年机器人竞

赛暨第三届萤火虫校园创客邀请赛，邀请全市部分

区及台中市５２所学校４９０多名选手参赛。举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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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历史·畅想中国梦”文化巡展４场。与天津市第

九中学联合举办“弘扬华夏文明，传承津沽文化”第

七届津沽文化日主题文化传承活动。由民进南开

教育中心支部组织的科普教育团队被评为天津市

第八届“科技传播之星”。

（李　超）

农工党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简

称农工党区委会）设基层支部９个。党员２７４人，其

中新发展党员１５人，党员平均年龄４６７４岁。本科

及以上学历２５６人，占９３４３％；高级职称１９５人，占

７１１７％。党员中有市人大代表６人、区人大代表３

人、区政协委员９人、区青年联合会委员３人、区特

邀监督员８人、区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１人、市妇代

会代表１人。２０１８年，向各级人大、政协提交人大

议案、建议和政协提案２２件，集体提案８件，区领导

批示４件，主席督办件２件。年内，组织学习会、报

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培训班等１０余次，２００余人

次参加。开展以“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

主题的“三学一讲”（见２２０页注释３２）专题教育活

动。围绕“七五”普法重点，开展系列宪法学习活

动。参加庆祝农工党市委会成立６０周年书画作品

展、南开区统战系统纪念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中秋活

动。参加农工党中央、市委会及市、区委统战部举

办的各类培训班２０余次。注重后备干部培养选拔，

组织区委会委员参加区党外人士培训班，支部主

任、副主任参加市委会理论研究、宣传工作、社会服

务骨干培训班。区委会被评为农工党中央《前进论

坛》发行工作先进单位。党员侯文彬入选 ２０１８年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接受天津电视台

“奋斗在新时代：农工党员侯文彬，为中医药事业添

砖加瓦”专访。党员王妍获天津市统一战线知识传

播形象大使称号。

【参政议政】　参加中共南开区委、区政府召开的民

主协商会、座谈会和情况通报会２次，就全区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重要人事安排以及中共党建工作等

重大问题进行协商，提出修改建议，得到相关部门

采纳。在区委统战部“健康南开，共建共享”直通车

活动中，副主委冯四洲作题为“加快推进分级诊疗，

助力实现健康南开”发言。在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

议上提交大会书面发言１件，提交市政协大会提案

５件。完成理论调研课题９项。召开社情民意座谈

会４次。上报信息８０余篇。农工党区委会被区政

协授予优秀提案单位称号，２人获优秀提案者称号。

《关于深入推进南开区医联体建设，方便百姓就医

的建议》获优秀调研成果，《新时代开拓新发展，新

征程展现新作为》获优秀理论文章。

【社会服务】　发挥农工党医药卫生主界别优势，普

及科技健康知识。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多方合

作，优势互补，服务于社会”的总体思路开展社会服

务工作。参加区卫计委 “全面落实百日行动，切实

提升服务质量”中医义诊活动。在流感高发季节，

为百花幼儿园家长开展“流感的预防和治疗”健康

讲座。为天津市胸科医院患者开展冠心病相关知

识健康讲座。为南开区第十三幼儿园开展“关注教

师健康，营造美好生活”健康服务活动。联合区政

协到南开区养老中心举办宣传义诊活动。南开医

院支部党员为居民宣讲心脑血管病预防知识。参

加由天津市抗衰老协会、农工党市委会联合主办的

第三届抗衰老高峰论坛。

（赵　倩）

致公党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简称

致公党区委会）设总支２个、支部５个。党员２２１

人，其中女性党员 ８０人、新党员 １０人；归侨、侨

眷、侨属 ７９人，留学归国、访问学者 ５２人。党员

平均年龄５５４７岁；本科及以上学历２０２人；高级

职称１４６人，占 ６６１％；博士生导师 ２４人。教育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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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１人，新世纪首批“百千万

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１人，入选天津市“千人计

划”人才２人。党员中有全国政协委员１人、市人

大代表４人、市政协常委１人、市政协委员５人、区

人大代表１人、区政协副主席１人、区政协常委１

人、区政协委员７人。２０１８年，致公党区委会带领

党员学习天津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三个着力”

重要要求推进大会、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在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中深入开展学习贯彻纪念中共中央

发布“五一口号”７０周年座谈会、致公党中央第十

五届三次中常会等重要会议精神。４名区委会成

员赴重庆市参加区委统战部组织的“跟党走进新

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主题培训班。２名区委会

成员参加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召开的与改革同

行，谱合作新篇———天津市各民主党派庆祝改革

开放４０周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交流会。７名支部成员参加中共南开区委

统战部于井冈山举办的党外人士培训班。全年组

织党员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参加市委统战

部中青年骨干培训班、致公党市委会各类培训班、

参观西柏坡和周邓纪念馆、赴蓟州区革命烈士墓

祭扫、观看影片等学习教育２０次。组织党员参加

市、区纪念“五一口号”发布 ７０周年征文，参与中

共天津市委统战部、致公党市委会、中共南开区委

统战部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演出、书画展及

征文等主题活动８次。考察天津住宅集团装配式

建筑展示中心、养老及青年公寓项目，参观区内创

文创卫成果，参加市区重阳节活动等１８次。全年

发动党员参加各类活动２７１人次。上报致公党市

委会、中共南开区委统战部、区政协工作信息 ５６

条。１人获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１

人获２０１８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１人获

２０１８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１人获天津市

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１人获天津市

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１人获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天津市一等优秀决策咨询研究成

果，１人获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天津市二等优秀决策咨

询研究成果，１人被授予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称

号，１人获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称号。

１０月２７日，致公党党员到青年公寓考察（致公党区委

会提供）

【组织建设】　年内，发展新党员１４人。其中，留学

归国人员７人、侨属１人，博士３人、硕士８人，中级

职称７人、高级职称 ３人，１人为区政协委员。年

末，新党员５人转至他区致公党基层组织。完善全

区党员信息并录入致公党中央党员管理系统。年

内，党员１人接受天津电视台都市报道栏目采访，１

人参加天津滨海广播《职场人生》栏目访谈，１人参

加致公党中央第十三期参政议政干部培训班学习，１

人经区委统战部推荐参加天津市第六期新社会阶

层人士理论研究班学习，１人参加市委统战部在市

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民主党派中青年骨干培训班

学习，６名新党员参加市委会新党员培训，１５名支部

干部参加市委会支部委员培训，５名区委委员及骨

干党员参加市委会培训，１６人参加市委会２０１８年

参政议政骨干培训班暨提案素材研讨会，１人被区

审计局聘为第六届特约审计员，５人被区监察委员

会聘为第一届特约监察员。

【参政议政】　在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上，致公

党区委会报送集体提案 ２篇，党员中政协委员报

送个人提案６篇，其中《关于加强顶层设计，促进

资源共享建议》作大会发言；在市政协十四届一次

会议上，４篇调研报告被市委会采用为党派集体提

案，其中《关于建立天津市农村环境保护整治长效

８６



　民主党派

机制的建议》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发言，《关于推动

地方政府购买失能老人照料服务的建议》在联

组会发言。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区委会党员中全

国政协委员提交个人提案５篇，联名提案２篇；在

市人大会议上，提交个人建议 ３篇，其中《关于我

市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及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的

建议》得到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答复；在市政协会

议上，提交个人提案７篇，其中《关于“助力中国智

能交通产业发展，制定无人驾驶汽车上路规范”的

建议》得到市交通运输委重视，市交通运输委、

市工业和信息化委、市公安局于６月２１日联合印

发《关于天津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全年组织党员围绕区“双创”工

作，开展区内河道工程及绿化工程考察活动。

参加区政协“提升社区绿化水平，夯实‘创卫’工作

基础”课题调研和考察活动。在区政协专题双周

协商会上，提出《关于促进社区绿化用水安全，提

高用水经济性》《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加强社区

绿化工作》建议。提交市委会调研报告 １５篇，其

中《关于服务雄安新区发展加快我市南部生态廊

道建设的建议》得到中共市委书记李鸿忠批示；

《关于进一步推动我市土壤修复产业化发展的建

议》，得到中共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张国清批示。

《关于京津冀地区居民消费碳减排的对策建议》参

加市政协“持续推进京津冀地区污染联防联控联

治，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城市”双周协商座谈会。区

委会被致公党中央评为参政议政工作先进集体，２

名党员被致公党中央评为参政议政工作先进个

人。７名骨干党员撰写的１２篇调研报告分获市委

会２０１８年度参政议政优秀成果一、二、三等奖。

党员完成中共南开区委统战部理论研究文章

３篇。

【社会服务】　为蓟州区“同心”基地捐献图书４３５

册。医务界党员参加致公党中央“致福送诊”活动，

到湖北十堰留守儿童托管中心走访慰问。

（张红颖）

九三学社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九三学社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简称九三

学社区委会）有基层组织２２个，其中委员会１个、支

社２１个。社员５６１人，其中新发展社员２８人、调出

６人、在职３８６人。社员中具有中高级职称５３４人，

占总数９５．１８％。有市人大代表２人、市政协委员７

人（其中常委２人）、区人大代表１人、区政协副主

席１人、区政协委员１３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１人。

有市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１人、市公务员局依法

行政特约监督员１人、区监察委特约监督员２人、区

房管局特约监督员２人、区审计局特约监督员１人、

区人民法院陪审员１人。２０１８年，九三学社区委会

组织纪念“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座谈会，召开新

修订宪法学习会，并为区委会委员及支社委员购买

发放新修订宪法读本１００余册。组织社员参加九三

学社市委会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会议精神学习传达

会、参政议政与信息工作培训会、全国“两会”精神

传达会、“与改革同行，谱合作新篇”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周年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交流会。组织区委会班子成员参加中共南开区委

统战部党外人士培训班，发动社员参加九三学社中

央举办的“社员之家杯”社史社章知识竞赛。全年

向九三学社市委会、区委统战部报送信息６０余篇。

社员１人被评为九三学社中央２０１８年度先进个人，

区委会被区政协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案单位，１人

被区政协评为２０１８年度优秀提案个人。

【组织建设】　发展新社员，夯实组织基础。至年

底，新发展社员２８人。指导帮助市环保局支社、天

津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支社完成换届工作。

贯彻落实《九三学社市委会〈关于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系列活

动〉通知》精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基层组织

凝聚力。

【参政议政】　年内，区委会向九三学社市委会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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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课题１２篇，其中６篇被市委会确定为年度重点

调研课题，报送提案２３篇。向区政协报送集体提案

４篇，个人提案１５篇。向区委统战部报送调研课题

３篇、社情民意６篇，其中《关于创建我市居家养老

医养结合新模式的建议》作为九三学社市委会界别

提案被评为２０１７年天津市政协优秀提案，《关于深

入推进南开区医联体建设，方便百姓就医的建议》

《发挥图书馆综合优势，助力创建文明城区》被区政

协评为优秀调研成果。

１０月１６日，九三学社区委会在天津市养老院举办专家

健康义诊活动（九三学社区委会提供）

【社会服务】　２月４日，区委会直属科技三支社、直

属医药支社、中医一附院支社、直属退休一支社联

合组织社员赴蓟州区开展送医送药送春联下乡活

动。医疗专家们携带设备为村民义诊，根据当地常

见病及村民病情为村民诊疗并免费赠送药品，全天

义诊１００余人次。３月１０日，区委会妇工委联合天

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支社组织社员参加“为了姐妹

们的健康与幸福”系列公益活动，为市民提供免挂

号、免费问诊，科普女性乳腺癌防治知识。６月 ９

日，在水上公园第十八届“乳与乳制品宣传周”上，

区委会科技二支社食品领域专家为市民答疑解惑。

９月１日，组织天津市中医一附院支社、直属医药支

社、直属科技三支社部分社员到蓟州区孙各庄乡龙

福寺村开展送医药下乡活动，为５０余名当地村民义

诊，并提供健康咨询服务。１０月１６日重阳佳节之

际，联合区政协教体卫委在天津市养老院举办“庆

九九重阳节，专家健康义诊活动”，为老人切脉、听

诊，解答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诊治及愈后疑难等

问题。１０月２１日，组织医疗专家赴静海区大丰堆

镇卫生院开展健康咨询义诊活动，诊疗患者１００余

人，并在现场分发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常见病

健康普及资料。

（任　红）

台盟南开区工作委员会

【概况】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南开区工作委员会

（简称台盟区工委）有盟员３０人。其中，全国政协

委员１人、市政协委员１人、区人大代表１人、区政

协委员２人。２０１８年，台盟区工委学习贯彻中共

十九大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参加区委统战部举办的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专题讲座，参加学习贯彻“两

会”精神暨宪法学习培训班，在线学习央视新闻频

道《２０１８两会特别报道》。赴重庆、西柏坡、井冈

山参与党外人士实地培训，参加台盟市委会纪念

“五一口号”发布７０周年主题座谈会，参加观影活

动。组织全体盟员网上观看学习央视新闻频道直

播新闻《纪念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大会在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组织全体盟员赴北京汽

车博物馆参观由中国文化旅游摄影协会举办的

《伟大成就，历史巨变，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专题

图片展》。

【参政议政】　全年提交提案７件次，其中提交全国

政协１件、市政协２件、区人大１件、区政协３件。

向全国政协提交《关于加强创新类金融机构监管，

完善防范金融风险长效机制的建议》个人提案，并

作大会发言；向市政协提交《关于公安机关加大力

度依法查处非法彩票的建议》《关于确实落实对台

政策，让台生感到国民待遇的建议》个人提案，其中

前者被采纳办理；向区人大提交《关于做好南开区

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复审工作的建议》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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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案，被采纳办理；向区政协提交《关于创新文化

服务供给，推进企业图书室建设的建议》《关于政府

网站信息无障碍化建设的建议》《关于规范我区非

机动车的建议》个人提案。全年提交社情民意《关

于南开区万兆桂荷园存在违章建筑鸽棚的建议》

《关于南开区天拖南昌宁南里旧楼改造一楼小院不

让封顶只做围墙的问题》２件次。台盟区工委获区

政协２０１８年优秀提案单位称号，获台盟中央２０１８

年参政议政市级组织参政议政突出进步奖、２０１８年

地市级参政议政先进集体称号。

【交流交往】　４月，接待上海台盟组织赴津调研团

队，以 “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两岸同胞共

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为主题开展研讨

交流。

（裴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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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总工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总工会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

和市总工会“三服务一加强”（见２２０页注释３３）工

作思路，发挥组织、引导、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合法

权益等方面的作用。全年新增工会组织２１７家，新

增会员２８５４人。春节前夕，市委书记李鸿忠入户走

访慰问劳动模范姜国玲。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少

琴走访慰问区福润公司农民工扫保队员。天津格

朗合餐饮有限公司职工范卫华当选中国工会十七

大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天津时尚新世界购物广场

有限公司人事培训分会被评为全国职工模范小家。

组织职工参加全市“中国梦·劳动美———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主题演讲活动，被市总工会评为优秀单位。

【工会组织建设】　年内，正常经营企业７０３３家，签

订工资协议４３６份，覆盖率１００％。指导推动雪花

啤酒、鑫茂集团、福润公司、卫计委及其基层工会等

企事业单位规范召开职代会。全区企事业单位

７１９２家，职代会召开率１００％。新创建和谐企业２０

家。坚持落实“两新”组织（见２１９页注释４）党建带

群建“七个同步”（见２２０页注释３４）工作制度，整合

工作资源，探索建立行业工会和“两新”组织工会。

开展集中建会入会专项行动，全年新增工会组织

２１７家，新增会员２８５４人。指导１７１个社区工会高

质量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争创模范职工之

家、争当职工信赖娘家人”活动，投入８０万元支持

２６个基层工会开展职工之家创建工作。

【宣传教育】　　组织区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党的

十九大代表、劳动模范、基层工会主席参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会。组织开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送书活动，为

２５家企业赠送图书近５００册。通过区总工会微信

公众平台推送《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

典》专题栏目１２期。组织召开全区工会系统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国工会十七

大精神专题会议。在区总工会官方微信平台开设

“中国工会十七大”专栏，拍摄并推送中国工会十七

大代表范卫华微视频，发布“中国工会十七大知识

问答”每日一题，开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宣讲进基层活动，印发《中

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学习资料汇编》１７００

册。全年建立市级职工书屋９个、区级职工书屋示

范点３０家。

【劳动竞赛】　制定《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当好主人翁、

建功新时代”劳动和技能竞赛实施意见》，以二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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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技人才技术创新劳动竞赛、一线职工技能技艺

劳动竞赛、职工头脑风暴创意赛、公职人员优质提

速劳动竞赛为中坚，以创文创卫为抓手，在全区基

层工会广泛开展“双创攻坚我行动，撸起袖子加油

干”职工冲刺达标劳动竞赛。区总工会被评为２０１８

年天津市十大竞赛创新示范区、示范单位。全年劳

动和技能竞赛活动参赛职工１４万人次，提出合理化

建议２８８１件，技术革新项目２３７项，发明创造２１２

项，推广先进操作法１２８项。黄河医院刘林劳模创

新工作室被评为天津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作

室先进典型。

【劳模管理与服务】　举办“了不起的南开职工”创

新竞进分享会，评选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１

人、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２人、天津市五一劳

动奖状２个、天津市工人先锋号３个、南开区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６３人、南开区五一劳动奖状１２个、南

开区工人先锋号２０个。配合区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庆祝活动和天津市劳模精神工匠精神教育基地

筹建工作，收集１１０余位全国和市级劳动模范的先

进事迹、照片、视频及实物材料。春节期间，入户慰

问劳动模范。组织全国和市级劳动模范到天津市

职工医院查体。开办劳模大讲堂，制作《劳模先进

人物》微视频，出版《劳动因创造更美丽———南开区

好职工风采展示》宣传画册，推动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进企业、进班组、进社区，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

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４月２７日，区总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了不起

的南开职工”创新竞进分享会现场（区总工会提供）

【职工文体活动】　举办全区职工庆祝改革开放４０

周年书画摄影大赛、羽毛球大赛、乒乓球大赛。与

团区委联合举办第五届青年职工体育节９人制足球

比赛、第六届青年职工体育节趣味运动会、游泳比

赛、篮球比赛等。组织职工参加天津市职工艺术

节、天津市职工汉字书写大赛、“中国梦·劳动

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主题演讲比赛、“庆祝十九

大，永远跟党走”职工诗歌创作大赛、“携手走进新

时代———我的所见·所感·所为”天津市职工优秀

文学作品征集活动，天津市职工万名棋手大赛、羽

毛球、乒乓球比赛和“五一”健身嘉年华等活动。组

织开展５期天津市第三套市民广播体操（工间操）

培训班，全区４００余名体育骨干参加培训。

６月２８日，南开区职工羽毛球比赛在天贺全民健身中

心举行（区总工会提供）

【职工权益维护】　开展宪法宣讲、普法进社区、进

企业、进车间、进班组活动，组织工会干部为职工群

众送宪法、法律书籍３．９万余册。联合天津击水律

师事务所成立区总工会法律服务站，每周两天为区

内职工提供法律咨询、现场答疑等服务。邀请专业

律师到长虹生态园、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天津华领

体检中心开展劳动法律咨询活动，处理职工维权信

访案件３件。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组织４５００名职

工参加“普及劳动安全卫生防护知识，提高职工避

险自救逃生能力”竞赛答题活动。组织基层工会参

与天津市第九届班组展示评选活动，海顺印业包装

有限公司印刷设备部班组获优秀奖，区总工会获优

秀组织单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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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帮扶与服务】　对困难职工动态化管理，实施

精准帮扶。为４１名困难职工建档立册、开展结对帮

扶，对困难职工家庭经济状况开展信息查询，落实

国家级困难职工帮扶，发放生活救助金和医疗救助

金８．５万元。元旦春节期间发放帮扶金６．６万元，

慰问困难职工４１名。投入５７．８万元慰问一线职工

和农民工。投入１９万元慰问奋战在创文、创卫一线

职工和农民工近７０００人次。开展以“促进转移就

业，支持返乡创业，助力增收脱贫”为主题的“春风

行动”，为５６名下岗失业人员重新提供就业机会。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为８名困难职工子女发放助学

资金２．２万元，并组织开展爱国主义主题观影活动。

全年申办工会会员卡２０２６张。为６２名患大病职工

办理出险理赔手续，发放理赔款４６万元。完成工会

系统承担的２０１８年天津市２０项民心工程任务，组

织近１６００名农民工和困难职工进行免费健康检查。

【工会经费专项整治】　由区总工会牵头，对广开街

道总工会等９家行政事业单位和国企，组成审计组

进行审计。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６家非公企业

工会账户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完成审计报告

１５份，审计金额７４５．７９万元，发现问题２５个，其他

情况１８个，提出审计建议２５条。对９家街道总工

会、区房管局工会、卫计委工会教育工会下属的部

分二级预算单位工会、科技企业工会联合会和外商

投资企业工会联合会组织进行联审互查。撰写街

道系统总工会２０１７年工会经费管理使用情况报告，

审计金额１２５８．６９万元，发现问题９个。

（史　良）

共青团南开区委员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属系统有团员７３４８人，其中新

发展团员１１１８人；基层团委２９个、团工委１４个、团

总支７个、团支部６３８个；专职团干部１８人，兼职

团干部８３３人。团区委以引领青少年思想、服务青

少年成长为重点，推进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

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各项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抓住“三五”学雷锋日、清明节、“五四”青年节、建

党、建军、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各类主题教育

活动，团结带领全区团员青年为“五个现代化天津”

在南开实施，贡献青春力量。

【青少年思想引领】　开展“青年大学习”主题活动，

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７·２”重要讲话和团的十八大精神，引导青年

坚定理想信念。开展“忠诚报国、担当奉献，为实现

强国梦贡献力量”等主题活动。开展第十届“南开

区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区召开各族各界青年

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年、建团９６周年暨第十届“南开

区十大杰出青年”成长分享会，激励青年成长成才。

打造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今日头条为基础的“两微

一条”团属新媒体矩阵。搭建南开共青团的专属短

视频平台“南开青年说”，为青年提供展示自我的机

会，该平台征集图片、视频等作品数６１７个，点赞数

３４４４３个。参与南开新媒体粉丝狂欢节活动，与粉丝互

动，共青团“团兔”形象在全区首次亮相。

４月２８日，区召开各族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９９周

年、建团９６周年暨第十届“南开区十大杰出青年”成长分享

会（团区委提供）

【组织建设】　强化学校共青团基础性、战略性、源

头性地位，严把团员入口关，将初中阶段毕业班团

学比例控制在３０％。共青团南开区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团区委班子和委员、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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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委员。选出３４个“五四红旗团委”、１５８名“优秀

共青团员”，为团员青年树立学习榜样。统筹推动

全区１７１个社区团组织换届，优化社区团干部结构。

加强团干部培养，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党校共同

举办第十五期青年干部培训班。举办南开青年大

讲堂活动、第一期社区团干部培训班，开展第二十

二届共青团工作理论年会。

【服务中心工作】　与南开大学等４所大学共建大

学生就业见习基地，开展大学生就业见习活动，向

区机关事业单位、街道社区、企业等３０余家单位输

送５批１６０余名实习生，在暑期和秋季学期开展就

业见习锻炼。组织“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开展“双

万双服”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创

新创效创优。举办甘肃省环县团干部、庆城县年轻

干部脱贫攻坚天津南开培训班，为庆城县捐赠物资

１０万元。开展常态化下基层，团区委机关每名干部

每周到社区调研服务并建立工作台账。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唯真求实，服务青年”主题大调研，

各级团组织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１４８场，访谈青年

１４２４人次，征集学习体会３５３２篇、问题５４７条、需

求６３９条。

【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举办南开区青年文化节，联

合区文化旅游局、区市容园林委举办“飞雪迎春 暖

冬送福”“红色文艺轻骑兵”新春走基层专场演出。

与区文化旅游局共同主办“金狗迎春”第十二届天

津老城民俗灯展暨第十届“老城津韵”新春年俗摄

影作品展。开展植树节“爱绿、护绿”宣传活动、各

界青年庆“八一”建军节等系列活动。举办区第六

届青年体育节，近１０００名青年踊跃参赛。首次举办

电子竞技比赛。在“５·２０”、七夕、“１１·１１”等时间

节点，举办青年交友联谊活动，满足青年交友需求。

【关爱重点青少年成长】　组织各街道、社区和公

安、民政等部门，开展重点青少年群体排查摸底专

项行动，对全区重点青少年群体数量摸查、分类统

计，根据摸排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实施动态监管帮

扶。关爱重点青少年群体成长，开展“爱心体验营”

“爱心助学”等助困活动，“法律进学校”“法律进社

区”的法治教育、“无毒有我，健康青春”的防毒教

育、“护守明天·津彩未来”的自护教育实践活动。

在“青春暖冬”“爱心助学”“围你而来”等主题助困

活动中，为困难残疾青少年发放“助学礼包”和“暖

冬礼包”，价值７万余元。推进全区２０项民心工程

之一的“美丽天津、扮靓家园”活动，投入约３０万元

为１１户困难青少年家庭免费装修房屋，受助家庭居

住环境得到改善。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以全区１２个街道的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组织和社区预防工作站、社区青少

年学校及各中小学为阵地，组织公检法司等预防青

少年违法犯罪成员单位，开展“法律进学校”“法律

进社区”等各类宣传活动２００余场。在微信公众号

“青春南开”中开辟“青少年权益保护”专栏，定期发

布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信息；聘请５７名优秀律师担

任区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加强中小学、职业院校学

生法治教育。招募２２名志愿者组成第二批南开区

合适成年人队伍，参与开庭３０余次，保障未成年人

在提讯和审理过程中合法权益。建设并完善区６３

个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基地，通过法治展览、模拟

法庭、资料阅览、法治课堂、微型影院等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法治教育。

【建设社区“汇家”】　推进南开特色青年之家———

“汇家”建设，通过依托相关场馆机构、购买服务、培

育和整合青年自组织力量等方式，在天津大悦城、

百脑汇、基层社区建设“汇家”新“旗舰店”１４个；在

众创空间、商业综合体等青年人聚集的区域，建设

各具特色的青年之家，从各个领域服务青年需求，

以创新创业为主题，建设“汇家———青创汇”；以志

愿服务为主题，在宜童自闭症研究中心、儿童福利

院等场所建设“汇家———青志汇”；以亲子生活为主

题，联合艾涂图国际儿童艺术空间等建设“汇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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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青亲汇”；以促进科技创新为主题，在南开区

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建设“汇家———青智汇”等

青年之家共４０个。全年举办“汇家———青文汇”揭

牌仪式暨“天使留声计划”走进大悦城、青文汇———

团团带你看天文”暨“爱心体验营”等１２８场主题活

动，参加６１３３人次。

【青年志愿者】　在“３·５”学雷锋日、“五四”青年

节、“１２·５”国际志愿者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

“奉献创卫，青年先行”区共青团系统“３·５”集中服

务日、“创文创卫———南开青年在行动”集中服务日

活动、“你我以志愿之名，助‘双创’攻坚之战”国际

志愿者日等志愿服务活动。创新组织形式，组织青

年志愿者在长虹生态园、古文化街、南翠屏公园等

人群密集场所开展慢跑拾荒、清整环境活动。开展

“青春暖冬”主题服务春运活动，组织青年志愿者到

天环客运站引导咨询、维护秩序。“公益社区课

堂———教育合力共同成长”“让青少年插上理想的

翅膀———筑梦行动‘四点半课堂’”和“文化拾

薪———南开区非遗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分获第四届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银奖、铜奖。

（周玉凝）

青年联合会

【概况】　有青联委员１５１人。其中女委员５９人、

占３９．０７％，党团员７９人、民主党派３８人、群众３４

人、少数民族１０人。有７个界别，其中教育和科学

技术界别３０人、医药卫生界别１８人、新闻文体和新

媒体界别１６人、法律和社会组织界别１４人、技能人

才和民族宗教界别３４人、经济界别２４人、金融商务

界别１５人。巩固扩大党领导的青年爱国统一战线，

加强对新兴青年社团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

领和组织吸纳，团结各族各界及海内外青年，持续

开展“雨露工程”“青年大学习”“青联委员走基层”

“青年新视野”“青联委员思想分享会”系列活动。

推进青联组织改革，增强青联委员广泛性和代表

性。推进新社会阶层人士服务管理工作，１２月底召

开南开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选举新一届青联委员。

【青联活动】　举办“齐心谋发展，青联粽有情”青年

企业家沙龙活动，为区域发展献计献策。组织青联

委员为环卫工人捐款购买春运返乡车票、向新疆和

田地区青少年捐赠图书７７００余册。组织部分青联

委员参观中国移动５Ｇ联合创新中心，召开座谈分

享会，就城市定位、创新发展、合作交流等方面进行

探讨交流。组织慰问“扮靓家园”困难学生家庭 ３

户，进行回访和延伸帮扶，引导受助困难学生回馈

社会、服务社会。

１２月２９日，南开区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现场（团区委提供）

（周玉凝）

南开区妇女联合会

【概况】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和妇女工

作重要论述，举办专题报告会、形势政策大讲堂和党课

宣讲等活动，做好组织、宣传、教育、引导妇女群众工

作。开展“我心目中的十九大”、“一家带百家，百家带

千户，共学十九大”等主题活动，组织全国妇女第十二

次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宣讲活动

６２场，２３００人参加。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１０８

周年暨“巾帼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巾帼先进事迹分享

会。举办优秀女性座谈会，聘请区“巾帼顾问”６名，畅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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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言献策渠道。在“两新”组织（见２１９页注释４）中

建立妇联组织３家，在农行世贸支行、官易里社区、３Ｘ

－ｅ客众创空间建立３个。

【组织建设】　８月１３日，南开区妇女第十三次代

表大会召开，听取并审议通过区妇联第十二届执

行委员会《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团结引领全区广大

妇女为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五个

现代化天津”在南开实施谱写巾帼篇章》的工作报

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区妇联常委、执委。年内，区

妇联指导社区妇联换届。加强各级妇联执委和妇

女工作干部培训。印发《南开区妇联关于进一步

发挥执委作用的意见》。组织全国妇女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妇女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推

荐工作。

【巾帼创业就业】　打造津帼众创特色品牌，培育草

帽众创空间、鼎泰丰孵化器、３Ｘ－ｅ客“津帼众创空

间”，打造“津帼众创半边天家园”，选树“津帼众创

之星”。开展岗位建功、岗位奉献、岗位成才“巾帼

文明岗”创建活动。开展“促进转移就业，支持返乡

创业，助力增收脱贫”春风行动，开展专场招聘会４

场，参会单位１００余家，提供就业岗位１０００余个，介

绍女性就业７００余人，其中农村女性５００余人。

【“巾帼建功”活动】　引导各行业妇女参与结构性

改革，深化拓展“巾帼建功”品牌内涵。完善“三八”

红旗手、巾帼文明岗等先进典型培育、宣传机制，选

树全国“三八”红旗手 １人、市级“三八”红旗手 ９

名、市级“三八”红旗集体２个、区级“三八”红旗手

１２７人、区级“三八”红旗集体１０个。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　健全区、街、居三级妇

女信访维权网络，结案率１００％。开展“建设法治南

开·巾帼在行动———维权服务进社区、进家庭、到

身边”普法宣传活动，万余名志愿者参与。与区综

治办联合开展“区街道妇女儿童维权站”启动仪式，

发挥维权联动机制作用。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推进性别平等进校园工作，探索建立学校、家庭、社

会“三位一体”教育学习模式。打造水上小学“性别

平等精品课堂”，实现性别平等教育进学校、进课

堂、进课程。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

卫国到水上小学现场观摩指导，并在全国推广。

【困难妇女儿童帮扶】　将救助单亲困难母亲和困

难家庭儿童工作纳入全区 ２０项民心工程，开展

“２０１８温暖关爱同行”冬季送温暖系列活动，救助单

亲困难母亲、困难家庭儿童 １００人，发放救助款

（物）７万元，义卖爱心储蓄罐９１２个１．６万余元，为

８０名单亲困难母亲交纳安康保险４０００元。

【家庭家教家风活动】　举办“家风耀中华”巡展、家

风家训书画展示、讲述最美家庭故事等活动。开展

“尺素传真情，清廉在寸心”廉政格言廉政家书征集

活动。深入开展“书香家庭、书承家教、书沐家

风———南开区千户家庭悦读传递活动”。选树区内

诚信、平安、书香、廉洁等十大系列“最美家庭”百余

户，王顶堤街道顾静平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

庭”。开展“文明家庭大讲堂”活动，聘请专业家庭

教育讲师团，走进机关、学校、企业，举办讲座２５场。

携手新东方学校举办家庭教育社区公益行启动仪

式，开通线上线下课程，举办《读懂孩子，高效陪伴》

《学习动机的激发与培养》等专题讲座。联合中国

邮政集团、邮政博物馆和集邮协会共同举办“不忘

初心筑梦南开”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集邮巡回展

览活动。

（韩　梅）

南开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概况】　南开区归国华侨联合会有委员２３人，常

委９人。其中，主席１人、副主席３人、秘书长１人。

委员中有市政协委员１人、区政协常委１人、区政协

委员５人。基层（街道）侨联１０个。在册老归侨２８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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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侨侨眷１万余人。４月，完成换届工作，选出

第七届侨联委员会。元旦春节期间，走访慰问老归

侨２０余人次。１０月，在南开人民文化宫承办由市

侨联、天津北方演艺集团、市广电局、区委统战部等

单位联合主办的“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天

津市侨界慰问归侨侨眷公益演出”活动。

【基层侨联活动】　６月，万兴街道侨联在天津大学

北五村社区举办“我们的节日———浓情六月天·欢

乐度端午”归侨侨眷联欢会。街道、区侨办、区侨联

领导及社区归侨侨眷参加。９月，在王顶堤街道好

多帮社区老年服务中心挂牌建立“侨胞之家”，为归

侨侨眷提供免费健身和活动场所。年内，学府街道

侨联在南开大学西南村社区“侨胞之家”组织开展

社区归侨侨眷文娱健身活动２０余次，活跃老年文化

生活。

【参政议政】　参加市政协和区政协各项调研活动和

专题会议１０余次。王宝钢、宗山等市政协委员撰写

提案，参加市政协双周座谈会、春秋大讲堂等活动。

韩立梅委员主持完成调研报告２篇并参加区政协双

周协商座谈会。６月，参加市侨联在ＳＭ天津滨海城

市广场（侨企）组织的“侨届政协委员日”活动。

（宗　山）

南开区工商业联合会

【概况】　区工商业联合会（商会）有团体会员 １６

个、个人会员２７个、企业会员２８８个。有区人大代

表 １８人、区政协委员２６人。当选全国妇联代表１

人，２人获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命名的改革开

放４０年全国百名优秀企业家称号。年内，发展新

会员２０个，完成招商引资 ５０００万元，落实“双万

双服促发展”活动要求，为企业家创业发展营造良

好环境。

【参政议政】　贯彻“产业第一，企业家是老大”理

念，组织１４名民营企业家参加天津电视台“百姓问

政”栏目。撰写《关于推广分布式低成本电磁蓄热

采暖提升环保节能高效的供热建议》提案上报市工

商联。组织会员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撰定提案、议案４１份。向区、街关爱退役

军人协会推荐理事会候选人８人，龙驰网信、鸿业鹏

程等企业负责人捐资９万元用作协会注册资金。鼎

泰丰孵化器董事长董雪峰当选民建中央专委会委

员，草帽众创空间孵化器董事长法卓当选全国妇联

代表。推荐上述二人为全国民营企业“双创”导师。

【服务区域经济】　接待广西省北海市企业家到津

招商引资，组织３家企业赴北海市回访。与河北省

邯郸市工商联、湖南省常德市工商联签订友好商会

协议，拓展商会交流互动的渠道。完成招商引资

５０００万元。组织１１家民营企业、１８名企业家赴上

海参加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实现签约意向成

交额５０２３万美元。

【服务会员企业】　推进天津市《关于营造企业家创

业发展良好的环境规定》和市、区“双万双服促发

展”活动落实。维护、升级和管理信息直报系统，既

有信息直报企业７１家，清除僵尸企业３３家，新增信

息直报企业３８家。完成“全联民营企业高质量发

展调查”“民营企业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状况”“２０１７

年上规模民营企业”“军民融合”“２０１８年度全国营

商环境”等１１个批次问卷调查，填报率１００％，被市

工商联推荐为全国信息调查点先进单位。与区金

融局联合主办银企对接会，２０余家企业和５家银行

及市公积金中心参加，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

题。聘请４名律师联合组成区工商联（商会）首批

法律顾问团，为民营企业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提供

智力支撑。与区委政法委联合建立区民营企业家

法律维权服务联席会议制度。组织企业参与“百名

律所走进百家民营企业”活动。举办鼎泰丰下午茶

交流活动，组织政策宣讲、商业对接活动１４２余期，

参加活动企业近３００家。组织１２名企业家参加区

关于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暨“天津八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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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宣讲会。完成市、区２０１８年优秀企业家推荐、评

选工作。大通投资集团董事长李占通、狗不理集团

董事长张彦森获改革开放４０年全国百名优秀企业

家称号。

【社会服务】　选派大通投资集团和中关村 ｅ谷 ２

名骨干赴甘肃省环县进行为期一个月精准帮扶。

会员企业海顺印业集团为甘肃省夏河县教育专项

基金捐款２０万元。会员企业狗不理集团向天津大

学附中藏族班和崇化中学新疆班的少数民族学生

捐赠６万元学习用品。天津安徽无为商会向天津市

光彩事业基金会捐赠５万元用于扶贫工作。大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占通参与“中国光彩事业

怒江行”“中国光彩事业南疆行”活动，支持云南省

怒江州和新疆自治区南疆地区公益事业，捐款１００

万元。在对口扶贫公益慈善书画展暨爱心捐赠活

动中，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捐款３０万元。

【非公企业党群建设】　成立希望达（天津）集团有

限公司党支部等８个党支部，整建制接收天津郁美

净集团党委及下属６个党支部，撤销５个党支部，换

届选举党支部书记３人，增补党支部书记６人。年

内，草帽众创空间综合党支部获评市级党建示范

点。按照区“两新”组织工委要求，通过党员管理系

统组织排查会员企业员工１７６５人次，排查出未掌握

党员关系党员３０名，动员转入１２名。发动企业职

工群众向党组织靠拢，实现未建立党组织企业员工

递交入党申请书零突破，接收入党申请书５３份，其

中未建立党组织企业群众递交８份。确定入党积极

分子２９人，发展党员 １６人，预备党员按期转正

１８人。

（刘　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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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委政法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

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和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坚

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全面推进政治建警专题教育；强化履职尽责，

展现担当作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快

万兴地区社会治理创新建设步伐；总结维稳工作经

验，筑牢维稳防线，促进社会稳定。年内，未发生重

大敏感事件和重大治安、消防安全事故。

【扫黑除恶】　以创建“无黑”城市为目标，深入推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立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

落实扫黑办实体化办公，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

制度。侦办９种涉恶类犯罪团伙２４个，破获２６起，

进一步挤压黑恶势力犯罪空间。建立线索核查和

快速移送反馈机制，扫黑打伞同步推进。坚持党建

引领，聚焦基层“两委”换届，深入排查基层选举中

的涉黑涉恶线索，筑牢基层扫黑除恶防线。悬挂横

幅标语４０３幅，向居民群众发放宣传信１６万份，公

开举报途径、奖励办法，营造扫黑除恶强大声势。

【万兴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制定《南开区万兴地区

社会治理创新工作框架方案》，成立万兴地区社会

治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分

工。推动综治、信访、司法所合署办公实体运行，试

行网格员巡查、访调对接等举措，构建发现问题、报

送问题、转办问题、化解问题的工作闭环。推行“我

爱我家”居民议事厅，探索居民自治新模式。加强

治安防控、市容环境整治、网格化管理和非法集资

整治工作。

【维护区域社会稳定】　制定《南开区关于健全社会

稳定工作体制机制的实施办法》，在全国“两会”、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重要

节点，适时启动维稳工作机制，统筹全区工作力量，

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推进涉法涉诉信访矛盾

纠纷化解，组织协调督办区公法检司依法妥善处理

非法集资等涉众案件。把握“三到位”（见２２０页注

释３５）工作原则，坚持法理情并重，释法析理与帮扶

救助并举，分管领导主动接访、下访，访调对接平台

接待群众来访８０余人次，回应群众诉求，办理涉法

涉诉信访案件２５件。

【政治建警】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以党

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治建警专题学习教

育。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开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研讨大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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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维护核心、铸就忠诚、担当作为、抓实支部”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

动。传达学习全市和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

精神，认真学习市、区通报曝光的不作为不担当典

型案例。深化“以案为鉴、警钟长鸣，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警示教育月活动，利用元旦春节、清

明、中秋、国庆等重要节日，开展节前专题廉政教

育。组织全体党员参观“铸魂———延安时期的从严

治党”主题展览，观看廉洁文化作品《风筝》和警示

教育专题片，用身边事教育警醒身边人。通过“两微

一端”新媒体渠道，举办南开政法大讲堂和“勇担大

任、争做新人———我的幸福奋斗故事”暨南开区政法

干警先进事迹讲述分享会，弘扬为政法事业不怕牺牲

甘于奉献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向政

法战线涌现出的时代楷模道德模范学习活动。

（王　超）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综治委严格落实综治目标责任

制，与１２个街道签订《区综治目标责任书》，将《市

综治目标责任书》指标任务按照部门进行量化分

解，层层压实责任，构建区域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

体系。发挥平安南开志愿者作用，完成全国“两

会”、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等重要结点安保协防任

务。全区社会环境和谐稳定，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

政治事件、恐怖事件、极端暴力事件、严重群体性事

件和重大治安事件。

【综治目标责任制】　将综治工作纳入全年工作规

划、绩效考核指标和全区重点工作。明确工作方

向，细化目标任务，严格过程监督，将全区综治委各

成员单位和各街道综治委责任捆绑，层层签订《综

治目标责任书》，形成自上而下的责任体系。注重

发挥区综治委成员单位和专项组职能作用，综治委

委员在承担各自部门责任的同时，指导和检查联系

点综治工作，推动社区和基层单位综治措施落实。

推行精细化管理，制定《承担市综治责任书量化分

工表》，将市综治目标任务分解到各职能部门，明确

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建立工作台账。加强过

程管理，每季度开展一次督促检查，听取职能部门

工作汇报，掌握进度，补齐短板，改进工作。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各

项工作制度，全区每月排查并召开月例会，各街道、

各部门每半月排查，重大节庆、重大活动、敏感时期

召开专项会议，开展集中排查和拉网式排查，实行

每日零报告制度。以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双百行

动”（见２１９页注释２）为契机，以打造“双百社区”

（见２２０页注释３６）为抓手，以“访调对接”为途径，

集中排查化解辖区内存在的矛盾纠纷。年内，排查

各类矛盾纠纷 ２２２７件，调处成功 ２２０７件，成功率

９９．１％。对新纳入管理的“以奖代补”精神障碍患

者监护人发放《看护管理手册》，预防和杜绝失管漏

管和肇事肇祸案（事）件发生。完成对全区２０９５名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的资金申领兑现工作，发

放奖励金额５０２．８万元。

【社会治安重点整治】　全面排查治安问题突出的

地区、行业、单位，确定重点整治对象１４个，其中市

级１个、区级５个、街道级８个，实行三级挂牌督办

制度。将万兴街道所辖全部２２个社区纳入市级重

点整治范围，成立专项工作组，与社会治理创新试

点工作同步推进。制定《南开区社会治安重点整治

工作方案》，细化各项整治工作任务，区综治办每月

由一名领导带队实地调研市级重点整治地区，现场

听取工作汇报，协调解决整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督促检查重点整治工作顺利开展。整治工作开展

以来，各整治责任单位在民防、警防、技防方面加大

投入力度。通过整治，市级重点整治地区万兴街道

入室盗窃比上年下降７１．８％，盗窃电动自行车案件

比上年下降６１．５％。华苑街道安华里社区可控性

案件比２０１７年下降８５％。兴南街道怀庆里社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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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零发案”。区１４个三级重点整治地区可控性案

件发案平均比２０１７年下降５０％以上。

【平安志愿者安保协防】　制发《南开区深化平安志

愿者工作实施办法》，健全落实平安志愿者工作１０

项工作机制。将平安志愿者工作导入制度化、规范

化轨道。在重大时间节点，制定《平安志愿者安保

协防工作方案》，明确各街道固定值守点位和平安

志愿者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在地铁站、车站、广

场、公园、商业区、人员密集场所设置６０个固定执勤

点位，组织志愿者佩戴红袖标上岗值守。对１７１个

社区、３１条繁华道路开展治安巡逻，增加巡逻可见

度。平安志愿者在巡逻值守中参与矛盾纠纷排查

化解工作，协助基层调解组织和专门机关化解矛盾

纠纷。

５月２日，平安志愿者在执勤点位巡逻值守（区综治办

提供）

【综治中心和信息化建设】　严格落实街道综治中

心六项制度，街道综治、信访、司法“三合一”合署办

公，负责指导社区综治、信访调解、社区矫正等工

作，发挥街道综治中心作为基层社会治理枢纽和矛

盾纠纷调节平台职能作用，使社会治理延伸到基

层。区综治办结合万兴地区社会治理创新试点，制

发《万兴地区加强综治中心建设推进“双百行动”实

施方案》，推行网格员巡查、访调对接、“综治１１０”等

工作模式，打造综治中心样板街道，探索受理、转

办、交办、督办闭环式工作机制。落实年度改善群

众生活２０件实事，推动 “雪亮工程”（见２２０页注释

３７）建设，将５２个自然小区视频监控系统接入区共

享平台，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铁路护路联防】　将护路联防工作列入综治工作

要点，纳入综治目标责任书和平安社区创建。层层

落实目标责任制，与沿线４个街道、１５个社区签订

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目标责任书。在区综治中心建

立可视化视频指挥系统，实现区综治办与护路成员

单位信息化全覆盖。调整充实护路联防队伍，全区

现有基层兼职护路队伍１５支３０４人，其中铁路平安

志愿者２５２人。开展铁路沿线排查整治行动２次，

组织有关部门对全区铁路沿线及周边危爆物品单

位、金融网点、加油站进行反复安全检查，排查出安

全隐患３处并及时整改和清理。宣传月、宣传日期

间，基层护路组织举办铁路安全常识讲座５次，在铁

路沿线开展集中宣传活动 ３次。发放宣传材料

２０００余份，提供法律法规咨询服务３００余人次。完

善辖区铁路护路信息系统基本数据，更新组织机

构、重点路段等信息２０余条。

（石　琪）

法治政府建设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法制办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实

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和天津市实施意见，完成

依法行政考核任务，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监督、

指导区各单位建立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实现各部门

政府法律顾问全覆盖。加强行政执法监督，推进执

法部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有效化解行政

纠纷，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法律服务，为加快“五个

现代化天津”在南开实施提供法治保障。

【依法行政考核】　分析２０１７年度区政府依法行政

工作情况，制定《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度依法行政考核要

点》，将市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分解到各相关部门，设

置符合区情的考核指标，发挥考核对依法行政工作

的规范促进作用。召开区依法行政工作会议，部署

依法行政工作。加强日常专项检查，开展督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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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推进依法行政重点工作。

【行政执法监督】　规范区行政执法主体执法行为，

行政执法监督平台归集行政处罚信息３６９件、行政

检查信息４０１２８条。按照《天津市行政执法投诉办

法》规定，办理行政执法投诉案件，截至１１月底受

理违法建设、违法经营等投诉２６件，全部办理完成。

与区综合执法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拆除违

法建设工作的通知》，规范各街道办事处拆违行为。

【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　年内以区政府为被申请

人的行政复议案件２件，区政府的行政行为得到市

政府全部维持。三级法院受理以区政府为被告的

行政诉讼案件 ５１件，审结 ３２件，区政府胜诉率

１００％。受理对下级单位的行政复议申请３７件，审

结３２件。其中，维持１７件、驳回２件、撤销２件、调

解撤回申请８件、不予受理３件。开展行政复议调

解工作，发挥行政复议“定纷止争、案结事了”作用。

履行行政复议监督职责，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行

为，复议案件纠错率６．７％。邀请区法院法官指导

区行政复议、执法工作专题研讨会５次。借助诉讼

平台，配合法院进行行政案件诉前审理中的调解工

作，化解行政案件４件。

【重大决策法律服务】　区法制办主要负责人作为

区政府首席法律顾问参加政府常务会２３次，为行政

决策提出法律意见建议。经区领导批示由区法制

办审查把关各类合同文本及其他法律文书３５件，提

出意见建议１８７条。参加房屋征收前期工作推动会

议８次、中期工作协调会议２０余次，就征收工作问

题及时提供法律服务。经审核，报分管区领导审

批，在四个区域下达房屋征收补偿决定２００余户，就

三个片区向法院提起行政强制执行裁决申请 １７２

份。参加区政府召开重大法律问题、突发事件、维

稳事项、专项行动等涉法事务事件协调会议７２次，

为会议提供决策参考意见１００余条。

（卞元一）

公　　安

【概况】　２０１８年，破获各类刑事案件２０００余起，打

击处理１０００余人，追回在逃犯罪嫌疑人１００余人，

命案、枪案破案率保持１００％，八类案件（见２２０页

注释３８）破案１００余起。全区接报１１０警情１５万

余起，其中治安警情５万余起，刑事警情５０００余起。

完成全国、全市“两会”，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

会，上合组织峰会，达沃斯论坛，中非合作论坛，天

津市第十四届运动会等数十场安保任务。完成各

级警卫任务数十次，古文化街元宵节观灯踩街、中

超联赛、演唱会等大型安保２００余次，妥善处置１００

余起突发案事件。

【打击破案】　推进扫黑除恶、打击盗抢骗、打击整

治涉枪涉爆犯罪、打击盗窃电动车等各类突出犯

罪。打掉数十个涉恶犯罪团伙，刑事拘留３００余人。

劝返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色通报”人员。取缔５

个侵犯公民信息犯罪团伙。破获毒品案件近 ３００

起，收缴毒品１０００余克。破获特大入室盗窃案、抢

劫案、系列砸高档汽车玻璃盗窃车内财物案、杀人

案等重大案件。快速侦破锡纸开锁系列入室盗窃

案件。严打“食药环”（见２２０页注释３９）违法犯罪，

破获案件数十起。打击涉众型经济犯罪等经济、民

生领域突出违法犯罪，破获经济犯罪案件近５００起。

受理各类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１００余起、涉案金额

数十亿元。开展打击清查涉及野生动物违法犯罪

专项工作，加大对餐饮、集贸市场等易发生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重点地区摸排，破获案件数起。

【服务民生】　服务“海河英才行动计划”（见２２０页

注释２０）和港澳台居住证申领发放工作，落实前置

审批程序，优化办事流程，启用智能机器人便民服

务系统，推广微信公众号“南开户政智能服务”普及

应用，公安服务大厅窗口单位推出高峰延时、节假

不休、网上预约等措施，接待群众１６万余人，办理各

类户口业务１４万余件，受理户口申报卷１万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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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港澳台居住证１００余张；核发边境管理区通行

证近５００件，核发易制毒化学品购运证１０００余件，

联合审批近３０００件，核发公章刻制手续４０００余件。

【平安创建】　落实市政府２０１８年２０项民心工程，

推进“智慧平安示范社区”建设。确定向阳路街道

泾水园、学府街道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二社区、鼓楼

街道如意大厦、万兴街道王府壹号和王顶堤街道金

环里５个自然小区作为首批“智慧平安示范社区”。

区政府投资近５００万元，安装人脸识别、车辆识别、

智慧门禁及物联网、视频监控、周界围栏、车辆道

闸、楼宇门禁等设备，并与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

共享平台对接，投入运营。开展平安医院创建工

作，１０个医疗机构警务室实现专职民警入驻，公安

南开分局被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九部委评为全国

创建平安医院先进集体。

１１月１５日，“网聚平安”宣传活动中，公安南开分局民警在

天津大学向学生传授安全防范知识（公安南开分局提供）

【治安管理】　面向社会治安、公共安全重点领域，

持续开展清理整治，严打严惩“黄赌毒”丑恶现象，

加强特殊行业、出租房屋、流动人口管理，年内查处

治安案件１万余起１０００余人，捣毁黄赌“黑窝点”

数处，取缔网络卖淫团伙多个，收缴赌资１０余万元，

赌博机１００余台。破获黄赌刑事案件１０余起，查处

黄赌治安案件１００余起，查处涉黄涉赌违法犯罪人

员２００余人，查处涉危、涉爆案件１００余起，整改火

灾隐患１万余处。新登记流动人口４万余人，新登

记出租房屋近７０００千户。

１２月２５日，南开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在长虹生态园举行（公安南开分局提供）

【信息化应用】　视频监控稳定运行，高清视频监控

点位、电子卡口、全景拼接接入市级视频监控网络。

数万个社会面单机监控视频探头保证随时调用，提

升动态治安管控能力。区内搭建人脸识别系统平

台数十路、重点部位视频监控数十路，实现图像结

构化处理。建立全国在逃人员、涉毒人员、刑事犯

罪前科人员等重点人员“人脸识别比对系统”数据

库。应用信息化手段侦破杨某某抢劫案，云南昭通

籍人员、贵州沿河籍人员入室盗窃案，鲍某某强奸

案，善琳金融集资诈骗案，双峰籍人员电信诈骗案

等一批影响恶劣的案件，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

４００余人，破获各类违法犯罪案件８００余起，为各类

案（事）件研究判断确定人员身份３００余名。

【侦破抓获“８·９”纵火案】　８月９日２３时０７分

许，有报警人称：广开派出所界内永基小学门前有２

辆汽车起火，起火原因不详。接报后，相关单位民

警立即赶赴现场开展案件侦查工作。经勘查，停放

于现场位于永基小学门前停车场的一辆白色大众

高尔夫轿车前机盖及发动机、前风挡、前左右车轮

均被烧损。与该车相隔４辆车外的一辆黑色长城轿

车，前机盖及发动机、前风挡、前左右车轮也被烧

损。距离该地北侧１００米处一辆三轮车起火，车内

文具书本等物品被烧毁。现场无人员伤亡。经初

步勘验应为人为纵火。刑事技术大队在现场提取

相关生物检材，并送天津市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进

行技术检验。经询问３位事主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４８



　　　　　　　　　　法　　治

民警经侦查发现，案发当晚２２点４０分许有一可疑

男子在现场出现，有重大作案嫌疑。通过工作发现

该男子有在现场丢弃物品以及翻找现场垃圾箱、案

发后在现场停留观察火势的情况。后发现嫌疑人

于案发后当晚进入天津市人民医院，与另一男子在

休息处见面并互换衣服和鞋后一起离开医院。在

获取该嫌疑人曾在人民医院留宿的线索后，办案民

警在人民医院及其他相关医院加大布控，蹲守犯罪

嫌疑人。８月１７日凌晨３时许，犯罪嫌疑人罗某某

再次窜至人民医院时，被蹲守民警当场抓获。经讯

问其对案发当晚酒后窜至永基小学门前，放火焚烧

汽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犯罪嫌疑人（男，１９９１年

出生，天津市人，汉族，小学肄业，无业，在津无固定住

所），罗某某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干警队伍建设】　举办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培训

班、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基层党建工作培训班９期，党支部学习会１６０余次。

出台《公安南开分局２０１８年党建工作要点》《公安

南开分局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实施办

法》等规范要求，对党支部开展“三会一课”及谈心

谈话、双重组织生活、讲党课等落实情况进行考核。

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纪念建党９７周年

和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知识竞赛等活动。依托双微平

台创建“警务广播站”“平安警务室”“温馨提示牌”“光

影放映车”“小南第一线”“新警察故事”“炫彩警营”等

信息化栏目，连续三年获“天津市十佳政务新媒体”“十

佳政法微博”等奖项。健全先进典型联系和“津城警

星”评选制度，１０个集体、６２名个人立功受奖。

（怀晓峰　邢　琴）

·消　　防·

【概况】　消防南开支队下辖６个中队，有执勤车辆

２７部，承担区内４０．６４平方千米防火监督及其周边

地区６１．１７平方千米内的灭火救援任务。２０１８年，

接警出动 ３４０９次，出动车辆 ６５１８辆次，出动警力

３．７万人次，抢救、疏散被困人员６１０人，成功处置

“４·２”五金城火灾、“７·２４”暴雨救援、“１１·２０”熙

悦汇空调竖井救援等典型火灾和灾害事故，完成中

俄青少年冰球赛、夏季达沃斯论坛、妈祖文化旅游

节等重大消防保卫任务。推进消防站建设，由区城

投集团投资２８００万元改建完成芥园西道消防站，占

地３０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５１００平方米。协调天津

天房融创置业有限公司在中南广场（西区）项目启

动建设小型消防站，建筑面积９２３．２８平方米。消防

南开支队被应急管理部消防局评为调查研究先进

单位，支队党委被总队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１人被

应急管理部消防局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１人获“南

开区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改制转隶】　先后６次举办改革教育宣讲会，出台

《消防南开支队改革期间管理教育和火灾防控工作

十项措施》《消防南开支队改制转隶过渡期间队伍

管理规定》，组织开展“崇尚荣誉、珍惜荣誉、争取荣

誉”主题研讨、“不忘来时路、启程再出发”主题演

讲、“指导员讲训词”等活动，邀请区委书记杨兵和

区长孙剑楠出席消防南开支队迎旗授衔和换装仪

式。消防南开支队和五马路中队被应急管理消防

局评为改革转制教育整训先进集体，改革主题微电

影获总队一等奖，“我与荣誉室的故事”主题演讲获

总队二等奖，改革题材小品《初心》获市公安局相声

小品大赛银奖。

【岗位练兵】　坚持党委议训、主官领训、干部带训、

机关同训，先后召开２次练兵动员会，消防南开支队

党委成员定期督训、参训，聘请专业体能教练，每周

摸底，每月考核，每季竞赛，形成练兵氛围。在总队

冬季练兵比武竞赛中，３人获单项第一，消防南开支

队获“执勤训练优秀支队”称号，在总队专职队伍比

武中获先进支队称号。

【防火监督】　区领导４１次带队检查消防安全，区

政府１５次召开消防专题会议，先后８次约谈重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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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法人和主要负责人。年内消防南开支队开展电

气火灾、大型综合体、文物古建筑、仓储物流场所等

１３个专项整治工作，分行业系统对５２家娱乐场所、

６７家医疗机构、１０家商业综合体、４２家菜市场、３４

家养老院、１４１家托幼点等场所开展集中检查，全面

整治五金城、王顶堤商业中心区等区域和重大消防

隐患。为各街道配备１名消防文员，指导派出所以

查代训，定期对委办局、街道消防工作进行暗访督

导。全年实施处罚５４４起，罚款 ５５７．３８万元，“三

停”（见２２０页注释４０）２３５家，拘留８８人，查封５５９

家，消防南开支队被应急管理部消防局评为２０１８年

度执法质量达标基层单位。

【消防宣传】　先后开展“平安五月”“１１９”消防宣

传月、万名志愿者进社区、“消防安全第一课”等活

动，对１１９９户７０岁以上独居老人进行入户宣传，中

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专题播出南开区社区楼道

及电动车清理工作。推动名流茶馆参与消防文艺

宣传活动，被应急管理部消防局评为“第四届全国

１１９消防奖先进集体”。

１１月８日，在铜锣湾花园小区举行“１１９”消防宣传月启

动仪式（消防南开支队提供）

【党建引领】　全面实施党委一线工作法，严格落实

调研联系点制度，注重战时党建引领，在重大安保

中组建党员突击队、设立党员先锋岗，通过执勤一

线微党课，及时传达上级指示、强化战时教育。邀

请南开大学教授张健讲党史、话改革，强化理想信

念教育。走访慰问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革命烈士

之子陈志远老人，分别在周邓纪念馆、平津战役纪

念馆举行“举旗铸魂听党话，坚定信念跟党走”和

“踏寻红色足迹，传承先烈精神”主题党日活动，举

办“为党旗增辉、为改革献策”主题微党课评比和

“学党章、强党性”知识竞赛。创新学习形式，配置

“党员加油包”，内置党章、入党誓词卡、党员学习

笔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内容，研发手

机网络学习软件，通过扫描“二维码”参加在线学

习、考试，并通过扫码对学习进度和考试情况进行

监督。

（韩秀伟）

·交通安全管理·

【概况】　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管辖道路面

积４６．９６平方千米；辖区道路２０５条，其中快速路１

条、主干道４１条、次干道５０条、支路１１３条，道路总

长度２１．０８万米。平交路口３８０个，灯控路口２３１

个；立交桥及人行过街天桥２４座、隧道５个。机动

车保有量２９万辆，机动车驾驶员３８万余人，“两客

一危”（见２２０页注释４１）企业４２家。有干警２８１

人、辅警１８５人、文职２７人。２０１８年，南开交警支

队围绕全区中心工作，按照市委不作为不担当问题

专项巡视工作要求，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

项治理、创建全国文明城区、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

肃清黄兴国武长顺流毒影响“回头看”等活动，坚持

以路面管理精细化、秩序化为工作标准，通过持续

强化推动指导，整治交通秩序，加强源头治理，有效

提升道路通行效率，缓解交通拥堵，保证区域道路

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年内，受理道路交通事故

７４５４起，死亡２５人，处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７４．０９

万余起。对１０条道路进行重新渠化，对３０条道路

施划标线。完成各级各类交通警卫任务和现场警

卫任务２７０次。

【交通秩序整顿】　年内，开展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

秩序专项整治行动、２０项民心工程道路停车秩序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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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

整治行动、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行动、小型

微型面包车专项治理行动、酒驾醉驾毒驾夜查统

一行动、假牌套牌假证违法行为专项行动、预防冬

季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百日安全行动”。全年处

罚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７４．０９万余起，其中现场处

罚（涉牌、货运车、其他）１０．３２万余起、违法停车

２２．２６万余起、酒后驾驶机动车 ９０起、醉酒驾车

５３起、无证驾驶 １５起、电子警察摄录上传 ４１．４５

万余笔。滞留超标机电动二轮、三轮车２１７辆，开

展缉查布控路面拦检查获车辆 ２５０５辆。协助相

关单位调取录像１１１２次，接待对违法有异议的来

访群众２８８０人次。

【交通组织规划】　全年组织各大队开展调研工作

７７项，涉及信号灯、电警、人车护栏、高护栏、停车泊

位、禁停黄线等多项交通设施，向市交管局上报７２

项渠化方案，其中科学治理文件３５份、改革建议３７

份，办结３８项。上报设施处复划道线４５处，更换标

志标线４４处，均办结。排查机动车停车场（库）８５

处，排查公众停车公司及公共停车泊位 ８６００余

个，对影响道路通行或群众反映较大的停车泊位

进行评估，撤销４６个泊位及配套停车设施。加大

对８６处占路施工区域监管力度，组织施工单位相

关人员接受交通安全教育，并在施工期间加强巡

查，消除交通安全隐患，降低因施工对道路通行造

成影响，年末施工完毕恢复交通７６处。对古文化

街、鼓楼、南门外大街、长江道、红旗路、宾水西道

等区域道路静态秩序进行强化治理。加强巡查管

控力度，到商埠单位进行宣传，在施划黄色禁止停

车标线的路段，增派民警及辅警全天候进行治理，

处罚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违法行为 １１３８

万起。

【交通警卫安保】　完成市“两会”、区“两会”、天津

市第十四届运动会、元宵节、妈祖节、中超、亚冠、平

安夜等重要警卫任务２７０趟次。其中，一级警卫任

务１６趟次、二级任务１１１趟次、三级警卫任务７趟

次、一般警卫任务７５趟次、大型活动３９趟次、区政

府任务１６趟次，其他任务６趟次，出动警力７９１８人

次，设置岗位４３１１处，出动巡查车７００部次。

【交通事故处理】　全年受理道路交通事故 ７４５４

起，比２０１７年上升４．１％；死亡２５人，比２０１７年下

降３８％。日常组织各大队逐条道路、路口，逐个

桥梁、隧道进行事故 “黑点”排查，提出治理意

见报相关部门，通过设置警告标示、增加隔离设

施、科学渠化、完善勤务安排，堵塞管理漏洞，

消除事故隐患。

【交通安全预防及监督】　联合区安监局、运管所等

单位对“两客一危”企业进行交通安全大检查 ４５０

次，教育驾驶人４７００余人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和交通安全隐患通知书６０次，对经复查后未完成整

改的６家单位采取张贴不合格标志措施，并处以

１０００元罚款。发挥区安委会组成部门职能作用，组

织“两客一危”企业召开安委会办公室工作会议１０

次，向区政府汇报安全隐患１次，向区安监局、运管

所通报重特大交通事故案例等信息１８次，建议依据

《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相应条款对存在安全隐

患的企业、车辆及驾驶人进行查处，从源头上预防

类似交通事故发生。开展大中型客货车及“五类重

点车”（见２２０页注释４２）逾期未检验追查工作，追

查漏检车辆１５００余辆。

【交通安全宣传】　到机关、企事业单位及学校开展

交通安全教育２００次，摆放交通安全提示牌，张贴、

悬挂各类交通安全宣传展牌、图片、挂图等 ７５０余

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２２００余份，发送交通安

全提示短信２８００余条。通过天津南开交警和各交

警大队、民警个人认证官方微博，发送交通安全宣

传博文２５６２篇，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治理和交通安全

大检查微直播４场，被“天津交警”微博微信公众号

平台采纳各类素材１０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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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１９日，交管南开支队北马路大队走进南开中心小

学开展“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园行”主题宣传活

动（交管南开支队提供）

【交通管理服务】　落实“８８９０”为民服务专线电话

工作制度、民生服务平台２４小时值守回馈制度、信

访接待日工作制度、“１１０”复打及短信回访不满意

警情跟踪反馈制度，全年受理各类咨询、建议、投诉

１８０００余件，接待信访人８２６人，未发生缠访、闹访。

安监车管服务大厅审核免检车辆４１２８１辆，办理驾

驶人审验２３７８８人，异地验车３８３０辆，预约１２分驾

驶人学习９０４人、大中型驾驶人培训考试３２０６人，

远程查验小型车辆９５３６２辆、大型车辆３７１４５辆。

（杨郁芊）

检　　察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批捕、公诉职

能，依法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 ９０５人，提起公诉

１２８９人。依法受理职务犯罪案件６件，提起公诉１３

人，妥善办理３件转隶前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职

务犯罪案件。依法对８５名不具备社会危险性犯罪

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３６人，促成２２件案件达成刑事和解。依法办理２２

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２８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综

合运用亲情会见、心理疏导、制定帮教计划等方式

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审查侦查机关立案 ２１件。

加大追捕追诉工作力度，依法追捕追诉１４人。加强

侦查活动监督，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３件，均得到整

改落实。加大对刑事裁判工作监督，提起抗诉 ６

件。开展监督维护在押人员合法权益专项活动，加

强对被羁押人员出入监监督管理，维护被羁押人员

合法权益。提出以加强规范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检

察建议２０件，纠正违法通知书９件。接待民事行政

申诉人４２人，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１８件，对确有

错误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向上级检察机关提请抗诉

４件，制发检察建议 ５件，收到支持改判判决裁定

３件。

【刑事诉讼捕诉合一和速裁机制】　推进刑事诉讼

合一改革，制定《捕诉合一办案和工作规程》。按照

《刑法》分则案件类型分配案件，提高办案专业化水

平。实行办案责任制，做到一个案件由一个办案组

或检察官负责到底，统一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

补充侦查、出庭支持公诉、刑事诉讼监督等职责。

对人数较多、案情复杂案件，抽调资深办案人员组

建临时办案团队，确保案件质量。推进认罪认罚从

宽制度改革试点，对６７５件案件中９７９名犯罪嫌疑

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占全部案件７６％。助推

区法院在看守所设立速裁法庭，制定《办案检察官

与出庭检察官工作衔接办法》，设专门负责出庭检

察官，实现速裁案件、简易审案件办案与出庭分人

负责，节约司法资源。

【打击经济犯罪】　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活动，重点惩治涉众型经济犯罪，依法批捕善林、

汇昇等重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１９５

人，提起公诉 １０７人，涉案金额 ７０余亿元。参与

处置桦栋、卓远天泽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生效案

件资产处置工作。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治理，依法

批捕金融诈骗犯罪嫌疑人 ９人，提起公诉 ２１人，

涉案金额３．３亿余元。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准确把握政策界限，优化办案方式方

法，维护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家创业提供安

全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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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捕公诉】　依法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 ９０５

人，提起公诉１２８９人。参与打击网络政治谣言和有

害信息、反邪教等专项行动，依法批捕犯罪嫌疑人５

人，提起公诉６人。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从

严惩处涉黑涉恶势力犯罪，依法批捕犯罪嫌疑人

１７１人，提起公诉２３０人。严厉打击影响人民群众

安全感犯罪案件，依法批捕故意杀人、抢劫、强奸、

绑架、拐卖等严重刑事犯罪嫌疑人３１人，提起公诉

３６人。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提出强制

医疗申请，区法院予以支持。

１１月１６日，区人民检察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

会会场（区人民检察院提供）

【内设机构改革】　优化各内设机构职能，整合设置

２个刑事检察部门和１个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分别

受理《刑法》分则相应章节案件审查逮捕、审查起

诉、执行检察、刑事申诉、国家赔偿、司法救助和诉

讼监督等工作。整合设置业务管理部，负责案件流

程监控、质量评查等检察业务管理工作。整合设置

检察服务部，负责案件受理、分配、律师接待、信访

举报、联系涉案单位和法制宣传等工作。整合设置

公益诉讼和民事行政检察部，负责公益诉讼和民事

行政检察监督工作。

【职务犯罪案件办理】　依法受理职务犯罪案件 ６

件，提起公诉１３人，妥善办理监察体制改革转隶前

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案件３件。发挥

领导干部以上率下作用，实行职务犯罪案件由院领

导中的员额检察官直接办理。加强与监察机关沟

通协调，探索建立提前介入、线索移送、案件受理、

补充调查等工作机制，研究解决职务犯罪审查起

诉、出庭支持公诉中新情况、新问题，形成反腐败工

作合力。

【刑事监督】　开展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和危害食品

药品安全犯罪立案监督专项活动，建立健全联席会

议、逐案核查、每月通报等工作机制，立案监督４件。

加强刑事立案监督，审查侦查机关立案２１件。严格

把握逮捕、起诉法定条件，对因证据不足的６９名犯

罪嫌疑人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对１０名犯罪嫌疑人

决定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加大追捕追诉工作

力度，依法追捕追诉１４人。加强侦查活动监督，制

发纠正违法通知书３件，得到整改落实。加大对刑

事裁判工作监督，提起抗诉 ６件。检察长出庭支持

公诉１２件，增强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监督力度。

【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　开展维护在押人员

合法权益专项监督活动，加强对被羁押人员出入监

监督力度，审查出入监３２４７人次，发出超期预警提

示４８次，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１１３人次，对５８名被

羁押人员提出变更强制措施建议，维护被羁押人员

合法权益。开展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检察监

督活动，监督收监执行７人。推进财产刑执行检察

监督活动，对２８１件案件进行审查，维护刑罚执行权

威。审查社区矫正人员法律文书２６２件次，对５名

监外执行条件灭失人员作出建议收监决定，均落

实。提出以加强规范监管为主要内容检察建议２０

件，纠正违法通知书９件，得到整改。

【案件评查】　制定《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细则》《案件

督查工作方案》，依托统一业务系统，运用现代科技

手段建立评查、督查、通报、跟踪机制，对检察官办

理案件开展随机抽查和专项评查，并将评查结果纳

入检察官绩效考核，提升评查实效。

【队伍建设】　选拔８名科级领导干部，遴选入额３

名检察官，晋升９名检察官等级。开展思想政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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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通过组织报告会、读书会、观影等活动提高学习

效果。开展“以案促教、以案促改、以案促建”专题

警示教育活动。加大业务建设力度，组织学习《宪

法》修正案、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

织法》。采取跨岗交流、庭审评议、案例研讨等形式

加强业务培训。举办“青年干警大讲堂”，讨论学习

执法办案和检察改革中难点、热点。举办以“改革

背景下的检察职能发挥”为主题的“南检论坛”，邀

请法学专家对调研论文点评，推动检察理论调研工

作深入开展。

９月１２日，区人民检察院组织干警参观天津市“利剑高

悬、警钟长鸣”警示教育主题展，并在党旗下宣誓（区人民检

察院提供）

（张　腾）

法　　院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２４６５８件，

审执结２５４２０件，收结案比２０１７年分别增长７．６％

和７．８％。其中，审结刑事案件 ８２３件，判决罪犯

１２３５人，审结民商事案件１６３５７件，审结行政诉讼

案件４９９件，执结案件７７２４件。深化司法改革，推

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加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

执行信息三大平台建设，全面公开案件相关信息，

上网公开裁判文书 ２６４４０件。加快法院信息化建

设，升级科技法庭，推广语音识别系统应用，新建指

挥中心系统、数字化审判委员会，为群众诉讼、法官

办案、司法管理提供智能化服务。区法院被最高人

民法院评为２０１８年司法宣传先进单位。

【刑事审判】　审结刑事案件 ８２３件，判决罪犯

１２３５人。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审结聚众

斗殴、非法拘禁、开设赌场、涉枪涉爆等案件 １３３

件。从严从快惩处黑恶势力团伙犯罪，对犯抢劫、

敲诈勒索、介绍卖淫罪的１５名恶势力犯罪分子判

处刑罚。加强重大敏感案件审判工作，依法审结

“桦栋亚美”系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张某某挪

用公款案。依法惩处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审结非

法集资、合同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 ３４件，

涉案金额 １３．８亿元。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职

务犯罪案件６件。设立全市首个驻看守所刑事速

裁法庭，创新“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二合一”（见

２２１页注释４３）模式。

８月１７日，区法院在区看守所成立全市首家刑事速裁

法庭，就地审理简易刑事案件（区法院提供）

【民商事审判】　审结民商事案件１６３５７件。完成

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涉及经济纠纷

案件审判工作。审结婚姻家庭、劳动争议、民间借

贷等涉民生案件３９３２件。处置涉及天津大学、南

开大学“退租还教”经济纠纷系列案件。审结房地

产开发经营、房屋买卖纠纷等案件７０３件，促进诚

信交易。妥善审理西昌里涉众采光权系列纠纷案

件。加强金融审判专业化建设，服务实体经济，审

结金融借款、信用卡纠纷等案件１５８８件。推进家

事审判改革，加强与民政、妇联等单位沟通联系，

动员多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家事纠纷化解，协同属

地公安机关落实执行人身保护令，保障妇女、儿

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家事案件调撤率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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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判】　审结行政案件 ４９９件，判决确认违

法、撤销行政行为２件。突出行政诉讼纠纷化解功

能，以案结事了为目标，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

经协调达成和解、原告撤回起诉５２件，一审服判息

诉率上升９．２％。依法审查房屋征收、环保处罚、市

场监管等各类非诉执行案件３２３件，为辖区棚户区

改造民心工程、环境污染治理、违规广告清理等提

供司法支撑。加强司法与行政良性互动，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上升２８．８％。延伸审判职能，与

辖区行政机关定期举行工作座谈会，制发行政审判

白皮书，结合案件审理中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

法建议，助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执行工作】　执结各类案件７７２４件，实际执行到

位金额７．３亿元，实际执结率较上年提高３．２６％。

组建执行信访团队，实质性化解信访案件，对最高

人民法院挂网督办执行信访案件办结１００％。开展

涉民生“夏季专项行动”，执行到位金额 ２２０余万

元。开展“冬季攻坚”集中强制执行行动，单日传唤

４１名被执行人集中接受法治教育。加大对拒执行

为惩戒力度，公布失信被执行人３８１２人次，发布限

制消费令８２４４人次，司法拘留６３人次，其中５３１名

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通过强化惩戒运用，办结

执行案件２４５０件，比上年上升２１．９％。借助互联

网司法拍卖平台，完成网拍２３４次，网拍标的物１９７

件，成交金额１．８亿元，溢价率１８．９％。

【纠纷化解】　推进案件多元化、专业化解决。续聘

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内３３名特邀调解员，利

用网络、微信调解平台，完善线上线下诉调对接，运

用法院在线调解平台调解案件３８４件，推动社会治

理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运用小额诉讼程序，探

索“要素式审判”（见２２１页注释４４），试行“表格式

判决”（见２２１页注释４５），简化送达、开庭、文书制

作等环节，集约办理司法鉴定等程序，提高审判效

率，案件审理周期比上年缩短１６．７天。速裁审判庭

全年审结民事案件７１５４件，占民事结案４３．７％。

【法治营商环境】　明确人民法院在天津投资环境

改善中角色定位，对标审判职能，加强产权司法保

护，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

机制，制定并落实１２项举措（见２２１页注释４６），

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法治环境。全年审结融

资租赁、股权转让、买卖合同等涉产权案件 １８６８

件。审结多起诉郁美净集团公司盈余分配纠纷

案件，准确解读企改政策，维护企业财产权利。

高效审结北京化工集团在津国有控股公司破产

清算案，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债权人合法权益，服务

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走访调研辖区民营企业，

回应企业司法新需求，提升企业防范市场风险

能力。

【司法责任制】　严格遴选标准，增补员额法官 １２

名。完善各类人员绩效考核办法，实现员额“有进

有出”。落实司法人员履职保障，成立法官权益保

障委员会。健全院庭领导办案制度，院庭长全年办

理案件８３２３件，占全院结案数３２．７％。全年召开

专业法官会议１１次，出具意见均被采纳，案件无一

被发回重审或改判。加强案件质量评查，对照市高

院标准化文件要求，开展立案、庭审、已结案件、上

网裁判文书评查８８９件次，发布《审判质量》专刊１３

期，有效提升司法标准化水平。

【队伍建设】　采取专题学习、集中轮训、理论研讨

等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组织全岗全员教育

培训，培训干警６１８９人次。培养审判业务专家和办

案能手，向市高院推荐２名审判业务专家。连续五

年承担市高院重点调研课题，连续两年承担最高人

民法院课题，多篇调研成果在国家级比赛中获奖

项。全年院领导带队开展审务督察２６次，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分别对１３名干警给予诫勉谈话、通

报批评、告诫约谈、警示提醒等处理，对１名干警给

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郑博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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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

【概况】　区司法局直属单位２个，下设司法所１２

个。区管律师事务所 １８５家，律师 １５１０人；区管

法律服务所 １个。２０１８年，调解矛盾纠纷 ２２１４

件，调解成功２２１３件，成功率９９．９５％。加强刑满

释放人员安置帮教衔接管控，增强社区矫正信息

化建设，充实人员配备，创新社会管理。强化司法

所建设，开展“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动，开设

司法所所长论坛。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加强

法治南开建设，举办法治培训、讲座 ２６０次，发放

宣传资料３万余份，４万余人次受教育。南开区被

全国普法办评为第四批全国法治区创建活动先进

单位。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５７０件。办理公证

１４９６８件、“最多跑一次”涉外公证３１９５件。律师

代理各类案件 ２７００１件，创收 ４．７５亿元，上缴税

收４９２４．１５万元。

【法治南开建设】　调整法治南开建设领导小组及

办事机构。明确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完成“七五”普

法中期验收工作。制发《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普法依法治

理工作要点》，召开区首次普法联席会议，实行“谁

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落实《南开区关于贯彻落实

〈天津市普法责任清单〉的实施意见》。组织 ４０４６

名干部进行网上学法用法考试，合格率１００％。完

成６名拟提任处级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围

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开展宪法主题

宣传”主题，组织“法律五进”（见２２１页注释４７）活

动，全区普法部门举办各类法治培训、讲座、咨询

２６０余次，发放宣传资料３万余份，受教育人数４万

人次。参加全市“精准普法”十大品牌项目评选（见

２２１页注释４８），获评“法律进学校品牌项目”。在

“宪法在身边”天津市宪法知识竞赛中获优秀组

织奖。

【人民调解】　全区有各级调解组织２０７个、人民调

解员５０３人。全年调解案件２２１４件，成功２２１３件，

成功率９９．９５％，排查纠纷案件５２２３件。发展“枫

桥经验”（见 ２２１页注释 ４９），推进人民调解创新。

推动信息化建设。在全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试点推

动人民调解信息系统，使用“津调通”ＡＰＰ录入调解

案件１０９４件，申请“以奖代补”案件数１０４９件，补

贴金额 ５７０００元。落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双百行动”方案》，以矛盾纠纷１００％排查、１００％稳

控“双百”为目标开展矛盾排查化解。在行通律师

事务所建立婚姻家庭人民调解室，深化律师事务所

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合作。加强与法院合作力度，诉

调对接。推进与信访办合作，访调对接。向阳路街

昔阳里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王月华被评为全国人

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安置帮教】　全年刑满释放人员５３０人，其中监所

释放人员 ３４２人，矫正解除人员 １８８人，帮教率

１００％。实施安置帮教“四及时”工作法（见２２１页

注释５０），落实安置帮教衔接配合、定期走访谈话、

重点对象管控等制度，开展调查摸底专项活动，实

施分类管理重点帮教。对人户分离刑满释放人员

实行户籍地和居住地“双列管”制度。坚持重大节

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帮教安置排查制度，对重点帮

教对象必接必送，实现１００％无缝衔接。

【社区矫正】　建成集教育培训、心理危机干预、视

频会议等功能于一体的区社区矫正中心。以矫正

中心信息监控平台为依托，实行日点名制度，实现

全区１２个街道司法所监管网络无缝连接。规范各

司法所日常监管环节，根据服刑人员特点，采取差

异性监管措施。１２个司法所接收社区服刑人员２８０

人，解除社区服刑人员 ２５０人，全年累计监管 ５９６

人。对２０名违反监管规定服刑人员下达警告处分，

对２名严重违反社区矫正监管规定罪犯提请收监执

行，对４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举

办２次社区服刑人员集中训诫大会，落实派驻警察

工作机制，５名派驻警察参与社区矫正各个执法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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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成为社区矫正领域生力军。

【司法所建设】　开展“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活

动，加强五好司法所（见２２１页注释５１）队伍建设，

发挥司法所服务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职能作

用，提高干部综合素质，对司法所工作环境、工作程

序、工作态度、工作卷宗不定项抽查。建立“所长论

坛”，每月组织一次司法所参观交流，由一名司法所

长介绍工作经验及方法。

【公证】　完善管理体制，逐步建立体现岗位绩效收

入分配制度。实行每周单休制，周六正常值班为当

事人提供服务。开展“最多跑一趟”涉外公证试点

工作，办理涉外公证事项３１９５件。全年办理各类公

证事项１４９６８件，收费８３７．１万元。

【法律服务】　建立政府法律顾问人才库，为５３家

机关单位提供法律顾问服务。落实《律师事务所百

分考核制度》，严格年检考核工作。对律师事务所

开展规范化建设专项检查活动，促进律师依法规范

诚信执业。对重大敏感和群体性案件办理进行监

督指导，辖区内律师承办扫黑除恶、涉黑涉恶刑事

案件均指派专人到一审法院参加庭审，监督律师代

理行为。推选融汇、秉钧等４家律师事务所在南开

有线电视举办４期“律师说法”专题节目。

【法律援助】　为残疾人、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

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建立“绿色通道”，优先受理，优

先审查，优先指派，快速办理。加强法律援助值班

律师工作，安排法律援助律师每日在区法院、区人

民检察院值班，每周二、四在看守所值班。在重大

节假日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助老维权、助残维权

等法律援助专项活动，实现“零距离”援助服务。

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５７０件，开展法律援助进

社区等法律援助宣传咨询活动４０次，发放各类法

律援助宣传材料 ２万余份，窗口接待咨询 ２２００

人次。

（魏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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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武装

【概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武装

部内设军事科、政治工作科、保障科３个科室，调出

１人、调入１人，转业干部１人、转改文职人员３人。

增补党委委员１人、纪委委员２人，调整支部委员２

人，重新明确人员分工。２０１８年，有基层武装部２９

个，成立中环集团武装部、百利集团武装部、中石化

天津分公司武装部、津融集团武装部、渤海证券武

装部、天津大学仁爱学院武装部，任命基层武装部

长６人、干事６人。组织现役干部和所属民兵预备

役人员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进校

园、进课堂”活动，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做习主席好战士”教育实践活动，

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５所高校和区委党校进行

宣讲８次，受众５０００人次。加强军事文化建设，在

中央级纸质媒体刊稿２０余篇，在强军网、津门子弟

兵等网络媒体发稿９０余篇，新闻宣传工作在天津警

备区系统位居第二。６月４日，召开区人武部党委

第一书记任职批复宣布大会，天津警备区政委宣读

任职批复并讲话，区委书记杨兵，区委副书记、区长

孙剑楠，区委常委、区委办公室主任李晶出席会议。

１２月１３日，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南开支行举行党

建共建启动仪式，双方代表签订党建共建协议书，

共同观看“将改革进行到底系列论坛”党建教育片。

（王　鹏）

【战备训练】　全面贯彻中央军委习近平主席开训动

员令指示精神，开展“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活动。

落实首长机关训练，按照新修订《军事训练大纲》施训，

区分教学分工，划分基础、业务和课题三个训练阶段，

落实考勤、考核和监察制度。按照年度民兵训练任务，

组织３批次民兵骨干参加上级基地化轮训，完成应急

队伍、专业队伍、特殊队伍３６０人训练任务。其中，应急

队伍１１０人、专业队伍２４０人、特殊队伍１０人。参加天

津警备区组织训练人员，成绩均在良好以上，合格率

１００％。自训民兵综合应急分队、高炮分队和４支专业

分队完成率１００％，接受天津警备区民兵应急分队拉动

检验５次。对辖区内国防工事勘察２次，军事设施完

好率１００％。防汛期间，组织４个街道基层武装部部长

和３０名应急骨干赴海河南开区段、卫津河、仁爱河等

地段进行防汛勘察，组织民兵防汛力量开展全员全装

防汛演练２次。组织驻区部队官兵、民兵参加“７·２４”

抗洪抢险，全区出动民兵４５０人次抗涝排水，帮助２个

街道转移受灾群众１００余人。

（蔡博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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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调整改革】　在天津警备区民兵调整改革工

作会后，按照“建精应急队伍、建强专业队伍、建实

特殊队伍”工作目标，区成立民兵调整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以区政府和区人武部领导为组长、副组长，

区相关委办区分管领导为成员。１月上旬，协调区

民政局和公安南开分局，发动街道及相关企事业单

位对适龄青年、退伍军人、专业对口兵员进行调查

统计，系统评估区直属和街道属地化管理企事业单

位编组能力，确立“均衡发展、各有侧重、专口集中、

编实建强”民兵组织编配布局。２月２３日，区召开

民兵调整改革工作会议，街道、相关委办局分管领

导和基层武装部部长参加，对年度民兵调整改革任

务进行动员部署。２—３月，采取理论学习、函授培

训、示范观摩等形式，组织基层专武干部进行业务

培训。按照基层武装部建设规范，完善“一部一家

一室”基础设施。投资３万余元，制作基层武装部

工作栏和民兵营连部工作栏５０余块、营连旗３０余

面、门牌３０余块。基干民兵分队全部落实基础设施

“七个一”要求，制订“两类六种”战备方案，完善“六

类工作资料”。３月上中旬，对照《民兵组织整顿工

作规范》和《检查验收评比细则》，到各街道及编兵

单位和企业进行检查，逐点规范、逐处整改。加强

基层预建党组织建设，制发《关于加强基干民兵预

建党组织建设的意见（试行）》，选拔优秀复退军人

和热爱民兵工作人员为民兵干部骨干，基干民兵中

退伍军人占３４．１％，大中专毕业生占３７２％。下发

《民兵政治工作计划》和《民兵政治教育计划》，区分

专武干部、民兵骨干、基干民兵三个层次，划分整组

期间、集中训练期间、执行任务期间三个阶段，利用

现地教学和网上授课两个平台，组织民兵分队进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

革命传统、职能使命、形势战备、国防法规等教育学

习。组织开展民兵宣誓、参观周邓纪念馆、纪念习

近平主席给南开大学回信一周年等活动。

（李戈涛）

【国防动员】　全年完成 ２５７８名基干民兵和 ７０００

名普通民兵整组任务，民兵重点综合应急分队１２５

人、民兵应急排１２个４８０人，优先编组退伍军人、高

学历人员、党团员和具有专业技术特长人员。与区

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市交通集团、捷营汽车维

修服务中心、天津城建集团、凯运通达运输公司、网

通南开分公司、市１２０急救中心７家单位，签订军地

通用装备征用协议，为民兵交通运输、装备维修、工

程抢修、油料保障、通信保障、医疗救护分队提供装

备保障。与城建集团和建工集团达成挖掘机、推土

机、装载机、压路机、滩铺机、平地机及吊车等大型

机械设备征用意向。采取座谈会、主题班会、宣讲

会、送兵仪式等多种形式学习传达贯彻习近平主席

给南开大学８名入伍大学生的两次回信和勉励语，

激发青年学生参军热情。开展征兵宣传，协助天津

警备区指导南开大学举办军委国防动员部２０１８年

全国征兵宣传进高校活动启动仪式。在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等重点高校开展演讲比赛、报告会、政策

咨询会等系列活动，营造参军报国氛围。５月 １９

日，在全市率先组织大学生预征对象体检，完成体

检项目及心理测试工作，１９３人参加。全年征集新

兵１８２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１７１名，大学生

比例９４％。

（蔡博昆）

【国防教育】　３月２日，军委国防动员部动员征集

局副局长王平、国防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孙海波

一行５人，到南开大学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

席回信精神、推动大学生征兵工作进行调研。５月

１４日，在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举办时政大讲堂，邀

请陇南军分区副司令员任长军以“做党的忠诚卫

士，习主席的好士兵”为题做报告，并与天津大学

退役士兵、国防生、应征入伍学生代表和国旗护士

队骨干进行座谈。５月１６日，在南开大学举办“牢

记嘱托、立志报国”主题演讲比赛，２２组选手参与。

８月１７日，举办２０１８年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邀

请国防大学教授李国亭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与我

国安全环境”为题进行授课辅导，区级领导、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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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干部和驻区部队官兵代表 ３００人参加活动。

９月１３日，在南开大学举行纪念习近平主席给南

开大学新入伍大学生回信一周年暨南开区 ２０１８

年欢送新兵仪式，区人武部向南开大学赠送锦旗。

仪式结束后，组织入伍新兵在“响应习近平主席的

号召，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

书写绚烂无悔的青春篇章”签名板上签名。９月

１５日，第十八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期间，在天津大学

北洋园校区举办天津市第二十九届国防教育活动

周暨防空警报试鸣启动仪式，区人武部、退役军人

事务局筹备组、民政局、司法局、人防办和在校师

生约３０００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开展国防教

育法、宪法等法律法规宣传，为军训学生和市民讲

解国防知识，现场解答咨询 ５０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１０００余份。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筹备组在南

开第二干休所举行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

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启动仪式。协调区政府妥善安

置５名随军家属工作。９月３０日，组织举行烈士

纪念日仪式，观看《国家的荣誉，人民的荣光》宣传

片，向革命烈士默哀。１１月 ３０日依托“南开国

防”微信公众号开展网上国防知识竞赛，约 ２０００

人参加。１２月６日，在天津大学仁爱学院开设国

防教育课。

（王　鹏）

人民防空

【概况】　２０１８年，走访区内重要经济目标单位，采

集５个重要经济目标单位人防建设重要数据。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军威保安公司签订《人防工

程巡查服务合同》，先后两次对其工作人员进行人

防工程巡查业务培训，巡查过程中发放《关于认真

做好２０１８年人防工程安全、防汛工作的通知》《关

于加强冬季人防使用工程安全防火工作的通知》百

余份，收回《“三排三治”人防工程安全、防汛、环保

检查表》６３份，全年对已建人防结建工程、平战结合

人防使用工程、平战结合租赁工程和早期人防使用

工程依法巡视检查１７１次，下发《南开区人防工程

安全检查限期整改通知书》３５份。落实“双万双

服”总体要求，为天津松江置地有限公司、南开大学

附属中学补建项目办理人防行政审批手续。处理

“８８９０”便民专线１０件，办理人防工程平时使用备

案６件，平时使用备案率１００％。对５个欠缴人防

“结建”费工程项目分别下发《催缴函》，对熙汇广场

（一期）项目、解放军第四六四医院经济适用房项目

严格监督，跟踪工程进展情况，落实补建人防工程

任务，按规定完成南开区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人防易

地建设费１０９万元追缴任务。更新行政执法监督平

台，全年上报信息４６条，履职率１００％。落实年度

警报器建设管理任务，购置电动警报器１套，迁移防

空警报器２台，完成警报试鸣演习任务，警报鸣响率

９８％。完成京津冀无线通信联合训练、机动指挥所

开设训练，组织开展通信人员信息系统业务知识

培训。

【区域性人民防空预警报知行动演习】　区人防办

作为牵头单位，与滨海新区、东丽区、津南区、西青

区人防办组成片区人民防空演习指挥部，以提供信

息化条件下人防军事斗争准备能力为目标，依托训

练大纲，对人民防空预警报知行动平战转换（见２２１

页注释５２）、行动筹划、行动实施三个阶段进行演

练，动用车辆１５台次，历时７个余月，完成“津盾 －

２０１８·南开”区域性人民防空预警报知行动演习

任务。

【南开区基本指挥所提升改造工程】　该工程竣工

并在区域性人民防空预警报知行动演习中发挥作

用。按照“一网四系统”信息化建设标准和“技术先

进、功能完善、安全可靠”原则，改造后提升战时指

挥通信功能，满足战时防空和平时防灾应急指挥

需要。

【人防工程行政审批监督监管】　全年监管完成双

峰道项目等新建项目人防工程行政许可９件，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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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建人防面积９３０２０．８平方米，配合办理天津大学

双峰道项目和红旗路（制本厂）地块项目建设用地

内原有人防工程拆除行政审批２件，收取人防报废

款１９３．２６万元。完成市纯地下空间兼顾人防工程

建设项目———南开大学附属中学地下停车场项目

行政审批。

【人防教育示范校与示范社区建设】　先后对南开

大学入学新生分 ５批次进行人防知识教育授课，

并为南开大学配置 ７组国防人防宣传栏、人防宣

传电子屏和宣教器材。建成向阳路街昔阳里人防

示范社区，配置电子屏、宣传栏、电脑等宣传教育

设备设施。对碧华里、观园里、盛达园、金川里、康

舜里示范社区宣传栏、电子屏和办公电脑进行维

修和更新。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分别在南开公园、翔宇公

园、南翠屏公园和华苑人防公园建成 ４个应急避

难场所。避难区域面积约１８．８万平方米，设立６０

个功能区、２２个避难标志、７个功能宣传展示设

施、３１处避难场所指示，辐射周边２４个社区，设计

可容纳 １０．２万人临时避难，紧急情况下可容纳

１２．７万人临时避难。避难场所平时可供市民休

闲、娱乐和健身，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启用应急避

难功能。

（杨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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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商务委贯彻落实国家和天津

市有关工业发展、节能降耗、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

和方针政策，开展工业经济运行分析，推动企业实

施智能化升级，促进互联网和制造业融合发展，

组织中小企业开展创新转型，推进全区工业高质

量发展。实施推动实施节能改造项目，推进节能

新产品、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应用，发挥节能专

项资金引领作用，助力企业构建节能、绿色、高效

发展新路径。统筹指导和协调推进民营经济发

展，加大推动各类中小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公

共服务示范平台服务力度，营造民营经济良好营

商环境。

【工业经济】　年内，全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４３户，

工业总产值１５５．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工业

企业增加值４８．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５．３％。４３户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区属企业２４户、市属企业１８

户、在地划转企业１户。

（张　咪）

【民营经济】　 年内，全区民营经济增加值２９９．５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２％，占全区ＧＤＰ比重３３．５％。

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３２４家，总数４９３６家，民营企

业中规模过亿元科技型企业有５６家。民营经济实

现稳步增长，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和科技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郝一辰）

【企业创新转型升级】　完成创新转型升级企业２３４

家。完成创新转型路径２４２项，其中向科技型企业

转型１６项、向现代服务业转型２项、向电子商务应

用转型６项、设备升级２０项、培育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产品 ９项、精益管理创新 １５９项、专利提升 ２６

项、企业股改上市挂牌２项、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企

混合所有制改革２项。

【智能制造】　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天

津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

通知》，加大智能科技领域支持力度，抢占发展制高

点，推荐４户企业的４个项目申报２０１８年度天津市

智能制造专项资金项目，获批市区两级专项资金

１３３万元。

（张　咪）

【节能降耗】　年内，全区实现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率

８９



　　　　　　　　　　区域经济

３．７％，完成年度节能目标。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连续三

年累计完成万元 ＧＤＰ能耗较“十二五”末下降

２０１７％，提前完成“十三五”节能目标。实现公共

机构人均耗能下降２．４％、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同比

下降２．３％、人均水耗下降 ３．３％的年度节能目

标，协助黄河医院完成国家级第三批节约型公共

机构创建工作。跟进分析区内６家重点用能企业

能耗情况，做好问题应对。发挥节能专项资金政

策引导作用，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自主开展节能

技术改造与节能产品应用，完成西营门外小学、华

苑小学、咸阳路小学等１３个项目区级节能专项资

金补贴拨付和同方节能装备有限公司余热回收项

目市级节能专项补贴转移支付，完成市区两级节

能专项资金补贴 ３５６．５３万元。以政府购买服务

方式，聘请专业节能服务机构分析重点用能企业

能源消费结构并开展能源审计，落实万家企业节

能目标考核。

（李旭冉）

·重点工业企业选介·

【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　成立于１９８９年，位于红

旗路２１４号，系日本精工爱普生集团在津投资的大

型制造合资企业，注册资本２７．５１亿日元。主要生

产打印机用关键部件，主要产品有ＥＰＳＯＮ品牌针式

打印机用打印头和喷墨打印机用墨盒。其产品主

要出口销售，连续数年获得中国最佳外商投资企业

及南开区明星企业、天津市出口企业５００强、国家环

境友好企业等荣誉称号。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１９５８年，隶属

于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咸阳路８３号，占

地面积１３７１２平方米，主要从事药品包装及其他纸

制品包装。２０１２年，“宜药”商标成为天津市著名商

标；同年被授予天津包装行业优秀品牌企业、天津

包装行业最具影响力企业称号。２０１５年度被授予

南开区先进制造业企业２０强、天津市包装行业最具

影响力企业称号。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该公司产品被认

定为天津市名牌产品。

（张　咪）

西区开发

【概况】　２０１８年，西区办聚焦土地整理、项目建设、

招商引资、服务企业四项职能定位，推动产城融合

西部片区建设。完成招商引资３５户，注册资金８．９

亿元。完成楼宇（园区）租赁面积３８９８平方米。启

迪协信南开科技城项目列入全区重点工作，项目建

设顺利推进。Ａ地块６—７号楼完成结构正负零（见

２２１页注释５３），Ｂ地块住宅部分３、５、６号楼完成结

构正负零。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区安监

局、区消防支队、相关街道办事处联动，不定期开展

联合督导检查。改善华侨创业大厦消防设施，配合

嘉陵街道办事处对南开工业园进行第二次地毯式

摸排工作。

【启迪协信科技项目招商】　促成清华系同方、紫

光、启迪等上市公司落户西区，形成“项目建设 ＋孵

化落地”同步展开模式。围绕智慧互联、智能制造、

节能环保、医疗健康四大主导产业，达成洽谈合作

意向企业２０家。

【传统商务设施业态调整】　推动新南马路五金城

内世贸城项目转型升级和四期地块开发建设。原

世贸城载体引进Ｋ１２教育（见２２１页注释５４）、青少

年文化娱乐为主、兼容购物、餐饮等多样化新兴业

态，打造与熙悦汇客群互补错位的“世贸小镇”。通

过四期地块开发建设，在西区打造一处６万平方米

酒店＋５Ａ级写字楼及配套服务设施商务综合体。

【地块整理和项目建设】　推动落实天拖项目地块

二期挂牌和招商服务。推动老工业园区提升改造、

航天地块完成挂牌，启动三峰客车厂地块拆迁和西

营门核心区１号地征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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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园区产业升级】　推动重点园区产业升级和

老工业园、Ｃ９４科创园、原工业缝纫机厂腾笼换企，

打造创客工坊技术转移平台等。对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外溢资源，整体盘活乐谷大厦 Ａ座 １０６４８平

方米。

（孙　莹）

南开科技园

【概况】　南开科技园是天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的核心区，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区五

园”之一，是天津市重要的科技服务业领航区、高端

人才聚集区、高技术产业研发转化基地和知识经济

创新中心。位于市区西南部，占地面积１２．２２平方

千米，是中心城区唯一的国家级政策区。园内有高

校８所，科研院所 ４１家，其中国家级科研院所 １４

家、市级科研院所２７家，有两院院士２９人，是天津

市乃至北方地区创新资源最丰富、创新活跃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

２０１８年，南开科技园完成招商引资协议额

２３７９亿元，注册资金千万元以上企业１２９家。南

开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获批天津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项目。以“因创新而聚，

与智慧同行”为主题，举办２０１８·玑瑛国际创新季

活动。举办中韩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能源环保健

康领域技术两场合作洽谈会，达成合作共识并签订

合作及投资协议２３份，累计金额２１００万元。

【推动百脑汇转型升级】　多次与百脑汇集团讨论

改造工程实施计划，并在工程报建手续方面给予服

务支持。组织百脑汇申报２０１８年天津市实体零售

创新转型项目，获得项目资助３００万元。２月３日，

百脑汇升级改造项目完成并开业。

【第三届玑瑛国际创新季活动】　１０月 １２日，

２０１８·玑瑛国际创新季活动开幕，该活动以“因创

新而聚，与智慧同行”为主题，突出技术与人才优

势，将国际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国际合作伙伴体系、

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体系有机结合，展示南开区科教

资源优势，宣传“启航湾”高校创新产业区，营造创

新创业氛围。举办中韩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和能源

环保健康领域技术两场合作洽谈会，秉承“政府主

导、公益支持、市场机制”理念，展示更多国际前沿

项目、分享交流资讯与技术，对接落地国际化行业

专家、优质资源及项目。达成合作共识并签订合作

及投资协议２３份，累计金额２１００万元。

【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南开行”活动】　发挥区

域内高校和科研院所聚集优势，组织高校科研院所

专家学者“南开行”活动。搭建区领导联系服务驻

区高校科研院所院士专家渠道，向专家求教问计，

密切联系各类高层次人才。全年举办“南开行”专

场活动 １０次，来自韩国、美国等地 ２００余名专家学

者参与。与南开大学校友会对接，开展“南开校友

南开行”活动。

【创新创业服务】　依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南开

科技园创新创业服务通票管理办法》要求，受理申

请项目６４项，其中高新技术企业服务４０项、创新创

业服务２４项。经专家评审小组评审，建议对８家认

定机构申报５８项进行支持，扶持金额１０９万元。南

开区创通票（见２２１页注释５５）服务商３２家。

【协同创新项目】　联系高校院所，推动成熟项目落

地。创客团队阿瓦隆（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在校大学生为主，是一支以在校大学生为主的创客

团队。该创客团队专注环保公益，研发智能创新产

品２０余项，受理发明专利１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５项。５月，阿瓦隆成功转型到校外孵化器，成为在

南开科技园加速孵化的科技型企业。

【“南开智汇论谈”系列活动】　开展南开智汇论谈

系列活动，通过活动了解企业需求，帮助企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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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决实际困难。开展智汇论谈活动３次，分别

以“加计扣除政策解读”“知识产权战略发展”“创新

人才公开课———行为的魔力”为主题。通过活动为

载体内企业对接资源开展金融服务、股改贷等业务。

【“翼企创”项目路演活动】　５月，联合科融集团搭

建“翼企创”路演平台，举办路演活动５期，参与路

演项目近５０项，投资机构３０余家。

（刘　静）

·重点科技型企业选介·

【天津京信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７

月２４日，注册资本２．５亿元，注册地址为长江道９４

号（科技园）。该公司主要从事蜂窝移动通信工程

中微蜂窝基站、天馈系统、室内外无线覆盖及相关

光缆、小微波传输等项目系统集成。打造从产品研

发、制造、应用到系统集成和网络维护优化的综合

技术服务体系。以此为基础为全国范围内通信运

营商、设备制造商、专用通信网及企业客户提供通

信网络维护服务解决方案。主要重点工程项目有

国家体育场（鸟巢）、京沪高铁、京津高铁等数万个

２Ｇ、３Ｇ、ＷＬＡＮ信号覆盖工程。获得市政府、区政

府、行业主管部门、运营商、业主等单位颁发奖项与

荣誉百余项。

【天津创世生态景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７年。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新三版挂牌。该公司拥有

原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三级资质、风景园林设计甲级资质。是国家工商

总局评选的国家级“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和天津市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该公

司生态产业集成服务板块涵盖园林项目策划咨询、

设计和施工、养护、智能化管理运营等全产业链业

务。其中，策划咨询业务主要是该公司利用多年积

累和全产业链服务优势，对外输出解决方案。该公

司承揽各类大型城市广场、厂矿企业、房地产配套

工程、道路等绿化景观工程业务。

（刘　静）

建　筑　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建委贯彻落实《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条例》和“建设

工程施工‘６＋２’防控措施”（见２２１页注释５６），进

一步夯实五方主体责任，加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和

文明施工管理，确保全区建设工程安全形势总体平

稳，实现 “零亡人”目标。接受住建部、市建委等专

项检查１２次，１个项目获年度“鲁班奖”，１个项目

获年度“国家优质工程奖”，１个工地获“天津市市

级文明工地”称号，２个项目获年度“金奖海河杯”，

９个项目获年度“海河杯”。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加强质量安全监管，对

全区在施城建项目质量和安全进行日常巡查９５４人

次，抽检原材料１０７组，工程实体检测８７组，发现质

量隐患１００项、安全隐患５２０项，下达《责令整改通

知书》１６３份、停工通知书６份。按照市建委统一部

署，开展开复工、消防、危险化学品、仓储、打击假冒

特种作业操作证、暑期建筑施工、非法加油加气、大

型机械设备和冬季施工等安全专项检查１０次，发现

安全隐患２６９项，下达整改通知书４０份、停工通知

书４份。对２个违反《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

理条例》项目实施行政处罚５．５万元。为崇德园三

期、春景大厦、启迪协信 Ａ地块等３３个项目２６０余

名管理人员和工人培训安全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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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度获奖一览表

获得奖项 工程名称 承建单位

鲁班奖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扩建项目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国家优质工程奖 融侨写字楼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天津市市级文明工地 天拖北Ｄ项目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金奖海河杯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扩建项目 天津住宅集团建设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时光水苑 天津市房信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海河杯

秋泽园４号楼 天津市房信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秋泽园５号楼 天津市房信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秋泽园６号楼 天津市房信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秋泽园１０号楼 天津市房信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江坪园２号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坪园３号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坪园５号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坪园６号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江坪园７号楼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　加强在建工程文明施

工管理，对全区３９个工地进行扬尘检查 ９００余人

次，检查工地１５２０场次，下达整改通知书８５份、停

工通知书４２份，约谈相关企业责任人１２次，对违反

《天津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企业实施行政处罚４６

万元。处理８８９０百姓投诉承办单１１０件，办理智慧

环保网格平台案件３２５件，办结率、满意率１００％。

利用环保网格监督、扬尘在线检测、视频监控等全

方位监督手段，层层压实企业责任，确保从源头得

到有效治理。接受市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落实

领导小组、市环保驻区督导服务组、市环保局等专

项检查３０余次，均得到较好评价，建筑施工扬尘治

理位居全市前列。张贴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公益围

挡５０处、公益广告６０００余平方米。

【建筑市场管理】　规范备案和合同管理，完成报建

审核备案６６项，施工公开招标备案４３个，邀请招标

或直接发包备案１４个，监理公开招标备案１３个，设

计公开招标备案８个，勘察公开招标备案２个，区属

建设工程施工总包合同备案８８项，工程勘察合同备

案２２项，设计合同备案５６项，监理合同备案６０项，

分包合同备案５１项，质量监督和安全措施备案１６

个。办理区属建筑业企业和人员信息变更入库１３３

项，项目信息核验５项。贯彻落实农民工实名制管

理、预储账户、月清月结、投诉调解、劳务队长、培训

等制度，定期开展自查整改，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和社会安全稳定。受理农民工来电来访投诉７件，

涉及 １３５人 ７８万元，比上年下降 ３２％，均妥善

解决。

（李朝辉）

·重点建筑企业选介·

【南开区房屋建筑工程公司】　下属公司 ３个。

２０１８年新开远年旧楼改造工程面积 １２２４万平方

米，涉及２８８个小区２６８９栋楼。新开二步节能工程

９．５万平方米，涉及１６个小区４７栋楼。签订合同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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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６亿元，实现产值６．２亿元，纳税３８００万元。工

程一次性交验合格，全年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和安

全责任事故。年内，社区服务中心工程完成外檐抹

灰和屋面防水施工。远年旧楼改造工程以及二步

节能工程完成全部施工任务。昌源里房屋征收项

目正式启动，奖励期结束，楼房封房５３０户，封房比

例８５．６％；楼房违章 ９９间，拆除 ４６间，拆除比例

４６．４６％；平房封房２００户，封房比例５７％。

（周玺彦）

国内贸易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完成

６３６．０６亿元，增幅７．２％；批发零售业商品销售额累

计完成２２３０．３８亿元，增幅５．８％；住宿餐饮企业营

业额累计完成１２３．４７亿元，增幅１０．５％。全年完

成外资指标４００４万美元，完成指标进度１００．１％。

外贸进出口完成８４．４８亿元，比上年增长４．８％；出

口完成６２．１７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１．７％；进口完成

２２．３１亿元，比上年下降１０．５％；服务外包执行额完

成１．１８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５．９７％，其中离岸执

行额５９１４．１万美元，比上年增长０．６２％。全区规

模以上工业４３户（在地口径），总产值完成１５５．７２

亿元，比上年增长９．２％。

（黄　晓）

【助推商业综合体升级】　推动环水上商务总部经

济圈建设，指导鲁能城购物中心建设电能主题街

区、电能小镇夜市街区，延长街区营业时间，满足消

费者对娱乐餐饮业态的夜间需求。助推新世界百

货等传统商业载体调整业态结构，依托周边的古文

化街区，引入天津本土茶馆、戏剧、胡同生活场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元素，建设天津首个以本土文化

为主题的“老城里”商业街区。

【服务商业综合体招商】　协助仁恒置地广场招商，

至年末一期签约率９５％，二期签约率９７％，四期签

约率７６％。引荐天拖商业街对接北京资源，引进世

嘉主题动漫、古渡驿餐饮、樂音乐酒吧等首次进驻

天津的主力品牌，建设以餐饮、娱乐、文化、购物为

一体的区域性商圈。引进优集客科技等１７家企业

进驻南开，招商引资额９．０６亿元。

【电子商务产业】　打造“天津电商向南看”品牌，加

强电商载体建设，帮助企业进行资源对接。推荐 ｅ

谷（南开）创想世界、Ｃ９２文创园２家市级电商示范

基地参评国家电商示范基地。制订“津品网上行”

工作计划，培育南开区在国内外具有较高知名度和

较强竞争力的网络消费产品，助推传统企业利用互

联网进行转型。兑现落实天津市电子商务产业扶

持政策。

【预付卡相关工作】　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管理办法（试行）》，全面排查企业发放预付卡情

况。重点对谷斯妈妈、糖豆王国等２８家涉嫌未进行

备案的单用途卡发卡店铺进行检查。检查期间，执

法人员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规定，发现未备案发卡行

为８起，当即责令企业整改。向商业企业负责人开

展２场宣讲政策活动。推动宣传进商场、进超市、进

社区，会同区街道办印制发放海报 ６００张、折页

１０００份，提高消费者风险防范意识。

【投资贸易推介】　４月 １３—１７日，参展 ２０１８中

国·天津投资贸易洽谈会暨ＰＥＣＣ博览会，秉承“绿

色环保、清新亮丽、简约大气”办展原则，以“建设科

技南开、实现科学发展”为主题，围绕“美丽学府，幸

福南开”建设，集中做好一个特展、推出一批商贸旅

游、楼宇经济、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项

目，打造南开经济升级版。会上，签约内资项目华

夏动漫，签约资金６．２亿元；签约外资项目澳联科

技，签约资金３０００万美元。

【商业市场监管】　成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加大打击侵权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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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力度，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和集中整治。净化区

域经济环境，促进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维护公平公

正的市场环境。组织开展家政服务领域、超市行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专项检查１６次。组织推荐８家

企业申报首批诚信经营承诺示范店。开展“文明诚

信经营，共建幸福南开”主题宣传日活动，弘扬诚信

兴商理念，提高企业文明诚信意识。处理商业领域

投诉２４１件，其中涉及最低消费投诉类１２件、预付

卡投诉７０件、家政服务 ８０件、其他类 ７９件，全部

办结。

（王　颖）

【菜市场标准化建设】　推进菜市场新建和提升改

造工作，新建天红复康路菜市场、国安社区智慧菜

市场、王府壹号菜市场，其中国安社区智慧菜市场

与天红复康路菜市场开业运营。国安社区智慧菜

市场作为鼓楼街首家菜市场，为周边居民生活提供

便利。加大对菜市场内部环境治理，对菜市场内部

硬件设施改造升级，按照标准化菜市场要求，提升

改造学府、地华里、久华里等６个菜市场，提升改造

后的菜市场内部硬件设施达标、卫生干净整洁、商

品摆放规范、划行分市合理，达到创卫标准。

（张海涛）

·重点商业企业选介·

【鲁能城购物中心】　１月２０日开业，位于水上公园

与天塔湖之间，是鲁能集团国际休闲生活方式战略

下“鲁能城”产品线的首发之作，也是鲁能商业地产

布局全国、升级换代的标杆示范综合体项目。鲁能城

购物中心共７层（地下１层，地上６层），总建筑面积为

１７．６０万平方米（含停车场及配套建筑面积５９１万平

方米），定位为都市家庭时尚消费体验中心，立足生态、

人文、时尚、娱乐主题，针对都市家庭和时尚人群的基

本消费需求，在运营理念、规划设计、业态组合和品牌

落位方面探索创新，打造独特亮点。以娱乐休闲为主

题，集购物、餐饮、娱乐、文化、服务等功能于一体，整合

鲁能产业及体育文化资源，打造电力主题街区和鲁能

小将馆。该购物中心吸引３０余家首进天津品牌、２００

余家高品质店铺入驻，涵盖零售、餐饮、娱乐、亲子、影

院、超市、健身等全业态。

【彩柒汇生活广场】　位于凌宾路奥城商业广场中

心板块，建筑面积约２．４万平方米。２０１１年成立彩

柒汇生活广场项目，打造餐饮、购物、娱乐为一体的

商业中心。通过楼体改造与业态调整，于 ２０１３年

１２月２８日开业。主体结构共三层，负一层为地下

停车场，有２４００个车位。业态包括：美食５３％、购

物３０％、休闲娱乐４％、学习培训４％、亲子４％、丽

人美发３％、宠物美容２％。

【京东７ｆｒｅｓｈ超市】　１０月，京东旗下生鲜食品超市

７ＦＲＥＳＨ在鲁能购物中心开业，店内面积３３００平方

米，陈列全球采购的进口生鲜商品 ３０００余种，８００

余平方米的就餐区能为顾客提供店内食品加工服

务。海鲜作为７ＦＲＥＳＨ具有代表性的品类，除了波

士顿龙虾、帝王蟹等主打品外，还有来自全球范围

内数十种水产品类。提供完整的新零售全渠道服

务，会员用ＡＰＰ下单，３千米内最快３０分钟内送达，

所有商品统一从门店配送，线上线下同质同价，为

消费者带来线上线下全渠道购物体验。

（王　颖）

对外经贸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实际使用外资额４００４万美元，完

成进度１００．１％；外贸进出口额８４．４８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增长４．８％，其中外贸出口额６２．１７亿元人

民币，比上年增长１１．７％。

【进出口市场格局】　全区有进出口企业３７７家，进

出口总额完成 ８４４８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

４８％。其中，出口额６２１７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

长１１７％；进口额 ２２３１亿元人民币，比上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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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进出口市场主要为亚洲、欧洲、北美洲、欧

盟等地区。出口市场前十位国家为美国、俄罗斯、

日本、印度尼西亚、荷兰、法国、英国、加拿大、韩国、

印度，所占份额分别为 １８０９％、９２０％、９０２％、

４０９％、 ３３０％、 ３２８％、 ３０４％、 ２９９％、

２９２％、２８６％。

【出口企业情况】　全区出口企业中，国有企业 １４

家，出口１４８亿美元，占全区出口总额１７７７％，比

上年增长９４９％；外资企业３０家，出口１８１亿美

元，占全区出口总额１９３５％，比上年下降４１８％；

民营企业实际出口３３３家，出口６０７亿美元，占全

区出口总额６４８５％，比上年增长２１３６％。其中，

天津天泰服装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完成进出口

１５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８６４％；华来科技公司、欧

波精密仪器公司、迅尔仪表公司出口增幅明显，爱

普生公司、小泉精密仪器公司较上年小幅下降，咸

通生产资料公司、津卓天翼公司等企业出口不振。

【外向型经济发展】　外贸各项指标增速排名较为

靠前，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天津天泰服装进出口

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发挥

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全年分别实现约１０５４、１０３５、

９８６亿元人民币进出口，对全区指标增幅影响较

大。天泰服装进出口公司转型发展外贸综合服务

平台，拓展区外贸创新平台模式，扩充对接京津冀

资源的服务平台。对接 ｅｂａｙ综合服务商等外贸综

合服务平台，帮扶企业了解平台引进程序，打造招

商引贸软环境。全年有加工贸易企业６家（外资企

业１家，内资企业５家），完成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

１５７亿美元，其中进口额５９２０万美元，出口额９７７１

万美元。外资企业年报应检１８４家，实检１８４家，参

检率１００％。外资直销企业服务网点１家，符合商

务部、市商务局有关要求，并上报市商务局回函。

按照“双万双服”工作要求服务企业发展，帮扶中新

药业注册落地进出口公司，与境外药品协会对标，

开辟新的国际市场。服务日本精工爱普生集团，对

接深圳机械手项目，涵养项目储备。对接供应链等

外贸潜力企业，吸引延长石油天津公司落地注册。

对接服务柯雅美术、中环电子、爱普生、恩恩科技等

企业，解决产业升级、迁址选址、政策扶持，以及市

外办事处设立等问题。区商务委协同国税部门指

导华来科技开展对外贸易退税类型的认定，为津达

制衣、利和畜产等５家企业出具６批次加工贸易生

产能力证明。服务一达通海关ＡＥＯ认证成功申报，

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

（张　淳　路常菲）

·重点外资外贸外经企业选介·

【英业达集团（天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年

１１月２３日由英业达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设立，在

新技术产业园区西湖道３８号注册，投资总额５００万

美元，注册资本５００万美元，企业员工数为１７１人。该

公司在南开区注册２５年，从事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２０１８年度销售收入３９７７万元，税收总额１７７万元。

【天津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２０１６

年，坐落于南门外大街２号中粮广场写字楼，是阿里

巴巴旗下外贸综合服务平台，也是国内专业服务于

中小企业的外贸综合服务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

目前为国内进出口额排名第一的外贸综合服务平

台，为中小企业提供专业、低成本的通关、外汇、退

税及配套的物流和金融服务。自落地以来，平台服

务会员企业数量千余家，帮助企业防风险、降成本、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张　淳　路常菲）

餐　饮　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限额以上餐饮企业 ４６

家，餐饮行业竞争加剧，微利经营成为餐饮行业经

营趋势。区商务委发挥餐饮业聚集优势，突出诚

信经营、规范经营和品牌经营，利用“互联网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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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的丰富性、便利性、高效性，从产品、服务、质

量、效率等角度实现提升，推动餐饮企业转型

升级。

（王　颖）

·重点餐饮企业选介·

【天津三尺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三尺余家宴成

立于２０１５年２月，是一家社区格调餐厅。在区内开

设３家门店：一店位于万德庄南北大街南侧，二店位

于万德庄大街正街，三店位于黄河道与青年路交

口。三尺余家宴将爱国主义精神和美食、营养、国

学、书画文化等融合，是文化主题社区服务型餐饮

企业。获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餐饮行业先进单位、２０１７

年度中国优秀创意文化主题餐厅、改革开放４０年天

津餐饮行业创新发展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天津狗不理水上大酒楼有限公司】　“狗不理”创

始于１８５８年。２００５年改制后，逐步成为拥有３０余

家直营餐厅、１个规模食品工厂、控股多家境外食品

保健品和生物科技益生菌制造的企业集团。先后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

民营企业”“中国十大餐饮品牌企业”及“全国最具

市场竞争力的服务商标”等荣誉称号。该公司始终

遵循“诚信为本，品质经营”理念，创新餐饮连锁商

业理念和模式，形成以狗不理包子为核心、以天津

特色小吃和地域文化相融合的文化餐饮平台。

（王　颖）

金　融　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内金融业规模保持快速增长态

势，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日益突出。有金融机构

４８８家，其中银行３１３家、保险公司６０家、证券公司

３７家，另有期货、基金、小额贷款、担保、租赁、典当

等金融机构７８家。金融机构存款余额２４４６．９８亿

元，比上年增长３．６％；贷款余额２０４８．１４亿元，比

上年增长０．３％；存贷款增速２．１％。金融业增加值

１２４．７亿元，增长０．２％，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１４％。

【现代金融体系】　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类企业加

速聚集，机构种类涵盖银行、证券、保险、期货、小额

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基金等，形成以银行、保险、证

券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服务体系。金

融机构４８８家，其中银行网点３１３家，含分行４家、

一级支行９４家；保险公司６０家，其中平安财险、阳

光财险、太平人寿等市级分公司１３家，营业机构２１

家，保险代理等中介公司３１家；证券公司３７家，含

市级分公司７家。另有期货、基金、小额贷款、担保、

租赁、典当等金融机构７８家。以引进保险业功能性

总部和省级分支机构为重点工作目标，密切跟踪服

务保险机构，打造金融营商环境。阳光财险天津分

公司、珠峰保险天津分公司相继落户。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２４４６．９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３．６％；贷款余额２０４８．１４亿元，

比上年增长０．３％；存贷款增速２．１％，金融机构支

持企业信贷规模继续保持增长。驻区银行机构根

据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特点，量身定制个性化产品和

服务，相继推出贷款特色产品，推动中小企业加快

发展。金城银行推出“金税贷”，为挂牌企业天津恒

鑫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信用贷款１００万元。拓

展服务范围，服务企业发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帮助上市企业晓沃环保公司参加

２０１８年中国企业国际融资洽谈会项目路演。在中

关村ｅ谷创想世界和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举办多场银

企对接会，近百家企业到会，为企业推荐融资产品，

服务企业融资需求。

【企业上市挂牌】　上市挂牌企业总数４２家，其中

主板１家、中小板１家、新三板７家、滨海 ＯＴＣ３３

家。新增４家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５家企业挂牌

天津ＯＴＣ，新三板挂牌企业凯英科技通过定向增发

成功融资６７００万元，天纺标通过定向增发成功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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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０万元。制定《南开区支持金融产业发展政策实

施细则》，对完成股改企业给予区级补贴２０万元，

对在新三板挂牌企业给予区级补贴１５０万元，发挥

政策资金激励效应，降低企业挂牌成本。为７家企

业申请股改、挂牌扶持资金４００万元。为２６家区内

股改挂牌企业兑现区级奖励资金１７４０万元。区金

融工作局分别在ｅ谷创业孵化基地、３Ｘ创业基地举

办企业股改挂牌政策培训会，培训企业３０余家。先

后走访华来科技、卓越新中新、朗威科技、九拍音

乐、瑞智万达、荣钢篮球等多家企业，挖掘上市挂牌

企业资源，定期更新、完善上市后备库。

（桑　瑶）

【金融风险防控与互联网金融整治】　区成立防范

和化解金融风险领导小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Ｐ２Ｐ风险应对领导小组，均由区长任组

长。成立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

风险防控专项工作组，由常务副区长任组长。成立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金

融副区长任组长。研究出台《南开区金融领域风险

排查总体工作方案》，组织召开金融领域风险排查

工作部署会，对相关金融风险进行排查。研究出台

《南开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

险防控专项工作机制》，对债务违约风险防控专项

事物工作目标与基本原则、工作机制与职责分工、

信息报告路径、违约风险防范和化解路径等作出明

确规定，建立由企业、区财政局、区国资委、专项工

作组构建的违约风险防范三道防线。落实市互联

网金融专项整治工作要求，在前期全面摸底排查基

础上，明确处置措施，持续开展清整取缔工作。根

据市整治办《关于印发天津市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下一阶段工作方案的通知》，制定区工作方案，

完善工作机制。

【地方金融监管】　区金融工作局开展小额贷款公

司和融资担保机构日常监管，通过现场及非现场检

查、网络平台监控、高管约谈、监管评级及记分等多

种方式，开展两类机构监管工作，规范企业经营行

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全年对区内８家企业开展

现场检查１３次、约谈高管１６次。引入外资小额贷

款公司１家（实缴注册资本１亿元），并指导企业完

成资金托管事宜。区内有注册小额贷款公司１１家，

贷款余额１４亿元。区金融工作局完善私募基金、地

方资产管理公司等行业照前考察机制，优化服务，

吸引更多国家资金、市级资金和民营资本投资。为

瑞济基金办理股权和地址变更手续，密切跟进文化

产业基金增资等事宜，为市国资委所属渤海资本在

南开区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办理设立上报各项手续，

区内基金和创投机构累计对外股权投资３１６亿元。

（李　琳）

·重点金融企业选介·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１６日正式注册成立，位于南开四马路２８号

Ａ座第１１层，办公面积１２７４平方米。经营范围包

括机动车保险、财产保险、工程保险、责任保险、船

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及意外伤害保险等。该公司

实施事业部制销售模式。

（桑　瑶）

【天津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

立于２０１１年，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为推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打造天津文化产业投融资平台重要举

措之一，由天津北方文化产业投资集团与天津滨海

海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

由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引入股权投资、产业经营、

管理咨询三大领域专业人士，并与业内主流券商、

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等各种智力

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２０１３年，发起设立天津首

支文化产业基金天津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基金”）。在投资方向选择上，以文化产业为

主，兼顾其他成长性产业；以股权投资、项目投资为

主要投资方式，投资于具备成长性特质的文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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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质项目。同年成功募集市场资金１．１亿余元，

投资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股改上市项目。

２０１７年，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１８家合作基

金之一，并获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宋春燕）

房地产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继续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做好

新裕里、六马路和战备楼老三片棚户区征收收尾工

作，加快推进灵隐南里征拆工作，启动昌源里和“七

小片”（见２２２页注释５７）棚户区改造工作，完成征

收任务４．１万平方米，完成率８０％。推进老旧住房

改造工作，完成 ２８８个小区 １２２４万平方米改造任

务。开展住房保障工作，为５１７９户家庭核发住房保

障资格。强化物业管理监管，将应急解危专项资金

管理下沉。完成修缮直管房屋２７．３２万平方米。收

缴公房租金 ３０９１．１３万元。收缴契税 ５．３５亿元。

１７个信访积案清仓见底。依法治理违规拆改 ４００

余件。

１０月２３日，天津市地铁７号线南开区段福安大街站征

收项目评估公司选举大会在中心小学召开，紫光苑小区１号

楼和荣华楼２号楼的被征收户４００余人参加会议并投票（区

房管局提供）

【棚户区改造】　对战备楼等老三片棚户区征收收

尾，推进灵隐南里征拆进度。１２月份先后启动昌源

里和“七小片”房屋征收工作，现场征收近１５００户５

万余平方米，至年末完成征收任务４．１万平方米，完

成率８０％。在全市率先启动地铁７号线福安大街

站征收工作，完成率６９％。落实拆房工地“６＋２”扬

尘管控要求（见２２２页注释５８），实施拆房扬尘工地

２４小时监控，全年巡视工地６６００余次，洒水抑尘作

业１５０次。

【老旧小区及远年住房改造】　完成２０１８年、２０１９

年改造工程全部招投标工作，实施监督员培训，进

行安全和技术培训工作。实施清单式管理，针对严

损房屋组织鉴定并按相关要求进行应急处置。年

内拆除违建４６６７处，清理杂物２８０８８处。全年改造

２８８个小区老旧住房改造任务１９．４４万户１２２４．８０

万平方米，全部竣工，通过市协调工作组审核。

【房地产市场管理】　全年成交各类房屋１３９８６套

１２９．３万平方米，收缴契税５．３５亿元。规范销售行

为，保障购房者合法权益，全年巡查商品房项目７７

次，巡查经纪机构６９２次、估价机构２８次。完成７

个项目４４栋楼销售许可证现场查勘工作。完成租

赁房屋备案４６１９件，３１．７５万平方米。完成经纪机

构初始备案４７件、经纪机构变更备案１６件、经纪机

构注销备案２４件。

【住房保障】　完成“三种住房、三种补贴”（见２２２

页注释５９）资格申请审核、补贴年审、季度核查疑似

违规审核、租金核减审核、公租房入住前核查、续租

核查等各类审核１５５５２户，为５１７９户家庭核发住房

保障资格，完成住房保障各项工作任务。定期开展

申请住房保障家庭系统信息核查，依法严厉查处违

规骗保行为，追缴租房补贴违规款４５３户２５５．２１万

元。审批单位产公有住房出售批准书４０９个，出售

单位公有住房３９５套３．１３万平方米。应对限价房

和公租房项目受理高峰影响，制定工作预案，细化

工作流程，实行延时服务，确保申请受理工作安全

有序平稳推进。

【物业服务与管理】　区房管局启动住宅项目服务

等级化检查工作，年内检查项目１７０个，检查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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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优良率５１％。开展全区物业企业诚信考评

工作，参评企业９６家，优良率７６．０４％。受理物业

企业预警退出申请１２件次，监管物业企业实际退出

项目并办理移交事项２６件次。完成市级房屋应急

解危专项资金使用监管事项承接工作。加强对电

梯、消防、屋面（外檐）、排水、围墙和安防监控等方

面维修推动工作，全年受理维修资金备案１７０批次，

使用资金３５２９．１１万元，受益群众５．８万户。

【公房管理与修缮】　年内，民用公房投入资金１９１５

万元，完成直管公房维修２２．３９万平方米和公用公

房维修 ４．９３万平方米，修缮工程质量合格率

１００％。收缴直管公房租金３０９１．１３万元，租金收缴

率９９．１５％，清理旧欠租金３０５．７７万元。收缴公用

公房租金４１３万元。接管运营朗庭园、和瑞园等９

个公租房项目，确保租金收缴率９８％以上。加强对

全区不动产房屋管理，对６１个单位２７４７处２０９万

平方米房屋进行分类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落实房屋安全使用“八条禁令”（见２２２页注释

６０），抓好问题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依法行政】　区房管局开展绩效考核工作，实行互

查互看、交叉互评督查机制。开展“双万双服促发

展”活动，走访服务９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和重点项

目。做好信访稳定工作，以领导包案为抓手，实现

信访积案“清仓见底”工作目标。完成市区“两会”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做好应诉和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完成行政诉讼案件１２件。受理依申请公开２５５

件，严格按程序和时限进行答复。依法治理违规拆

改４００余件。受理安全鉴定３７６件３．０９万平方米。

（闫晓彤）

·重点房地产业企业选介·

【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　成立于１９８４年，是国有

房地产开发企业，注册资金１３４７６万元。主要经营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拆迁、房屋置换等项

目，是天津市最早的城市建设开发企业之一。２０１８

年，该公司继续负责灵隐南里片棚户区房屋征收项

目，开展居民思想动员工作，居民搬迁率９０％，并完

成恒惠佳园安置房分房工作。战备楼棚户区房屋

征收项目包括新华楼、建民楼及平房居民４２６户，年

内完成全部居民户征收任务。全年完成维修任务

４０００余次。按照公司工程采购管理制度对漏雨严

重居民楼进行屋顶大修。加大清理欠费力度，全年

租金收缴率９０％。

按照关于做好中央驻津企业和市管企业职工

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部署安排，年内完

成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天津三峰客车

有限公司、天津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天津市客车

厂职工家属区物业管理及相关资产分离移交签约

工作，总户数４１２２户，总面积约１９万平方米。办理

房屋产权，半公半私售房１００户，其中办理转移登记

２７户、补登公告７３户。完成６处公建产权核对，其

中黄河道底商３处，三潭东里底商、怀仁里底商、朝

园里底商各１处。与天津市丰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达成协议，完成永基物业公司劳务人员、财务、档

案、设备设施等环节交接工作。

（刘雯雯）

【天津市凯兴安居建设有限公司】　是区属具有安

居职能的房地产公司。年内建成五金城西和东王

家台公共租赁住房项目２个，总建筑面积１２．７３万

平方米，交付使用。推进老项目产权登记补办手

续，基本办理完成久轩家园、盈江西里、大园新居、

迎风里、临渭佳园、凯盛家园还迁居民房屋产权办

理，启动怡美家园地铁６号线拆迁居民产权证办理

工作。

（傅　彬）

【南开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该公司隶属于区

国资委，成立于２００８年３月，注册资本８．８亿元，主

要从事区内土地整理及安置房建设。２０１８年，继续

推进棚户区改造项目征收工作，完成新裕里、六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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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居民征收，战备楼居民剩余１０户，灵隐南里居民

剩余９０户，昌源里、七小片（见２２２页注释５７）棚户

区改造项目分别于１１月、１２月启动，涉及征收住宅

１４０３户３７８５４平方米，非住宅 ７户 １２２３９平方米。

完成咸阳路西侧片区项目核心区１０宗土地收购，项

目占地２４万平方米，涉及征收企业２２个，征收居民

房屋２００户，征收面积８０００平方米。年内挂牌出让

保泽道（天拖二期）地块（出让价格２７亿元），女子

监狱Ａ地块委托市土地交易中心办理延期出让。

两地块共涉及用地面积１４．８７万平方米，总规划建

筑面积３６．３５万平方米。该公司负责的７个在建项

目中，市政三、服装一厂、钢丝绳厂安置房项目是南

开区改善群众生活２０件实事之一，规划总建筑面积

２３０８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１４．４２万平方

米、公建建筑面积１．４７万平方米，预计总投资约２１亿

元，计划安置２２５５户。市政三项目于年末开展各项竣

工验收，钢丝绳厂和服装一厂项目继续推进。绿水园

和延安路２２号（新增消防中队）项目竣工交付。

（张丽婷）

旅　游　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有各级不可移动文物２９处、其中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５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１１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７处、未核定等级文物６

处，星级饭店 ６家，Ａ级景区 ７家，注册旅行社 ７５

家，门市部２８０余家。旅游设施日益完善，提升改造

５家Ａ级景区，完善景区监控系统、旅游厕所等公共

旅游服务设施，推进旅游体制改革，调整区旅游委

组织机构和职能分工。拓展旅游宣传渠道，旅游企

业管理日益规范。举办第九届中国·天津妈祖文

化旅游节。

【旅游品牌建设】　充实“老城津韵”旅游品牌新内

涵，加强Ａ级景区、星级饭店质量建设，持续加强旅

游厕所革命，优化旅游资源布局。制定区旅游服务

中心建设方案。完成 ５家 Ａ级景区设施修缮及

更新。

【文物保护】　制定出台《南开区进一步加强文物保

护工作实施细则》。指导完成基督教仓门口教堂修

缮设计论证。筹备第八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及

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论证、编制。协

助天后宫完成幡杆抢险加固。组织开展老城博物

馆文物征集活动，丰富馆内复原陈列展。

【旅游宣传促销】　举办２０１８曲艺文化旅游节、“金

狗迎春”第十二届民俗灯展和第十届“老城津韵”新

春年俗摄影作品展等品牌活动。组织参加由国家

旅游局、天津市政府联合主办的２０１８年旅游产业博

览会。重点组织策划２个黄金周和５个小长假旅游

宣传工作，推出旅游大菜单，统计旅游数据，发布黄

金周简报。

【旅游市场管理】　办理旅游行政许可７０余项。加

大旅游市场检查力度，全年开展旅游市场检查１０００

余人次，行政约谈旅行社 ３家，查处违规旅行社 １

家，开出罚单，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应对泳利

国旅诈骗案件群众集访，为游客追回护照等旅游证

件约３００本，查缴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约４０万元，妥

善处理旅游投诉８０余件。组织旅游企业培训２０余

次，参训人数５０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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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主要旅行社名录

单 位 名 称 地　 址

天津铁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鞍山西道３３８号２５０１室

天津市信捷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鼓楼商业街２号楼二层２０８号

天津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黄河道３８号永基花园永信０３公寓１０层Ｃ号

天津乐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开三马路３７号３层３１８室

天津滨海世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江道众望大厦６－５０５

天津金昇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三马路１６５号双鹿大厦一层底商

天津辉腾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京路３０９号１８０５－１

天津大唐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鞍山西道新技术产业园区科研西路２号金辉大厦七层７２２室、７３８室

天津市金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城厢中路与鼓楼西街交口西南侧盛津园２７－２－３０８

天津美橙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长江道９２号Ｃ９２文创园Ｋ１６１４

天津潜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鞍山西道２６５号时代大厦１６２０室

天津市翊坤假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城厢西路与北城街交口（富力天康园综合楼）底商

天津市景翔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黄河道与广开四马路交口西南侧格调春天花园３４号楼１－２－７０１

天津玉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京路３４１号１０４室

天津津河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红旗南路欣居园３－１－５０１室

天津畅享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咸阳南里２１－１－１０１－１０４－１

天津市琦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鞍山西道２５８号１０５室

天津中洲国际旅行社 北城街与城厢东路交口东侧金轩商业中心２号楼１门２００９室

天津中通国际旅行社 天塔道南侧上谷商业中心２－Ｃ－６０８室

天津奥中旅行社有限公司 城厢中路与鼓楼西街交口西南侧盛津园２４－１１Ｂ１室

天津风情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城厢东路鼓楼旅游超市３层５号

天津辉煌经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开区天塔道南侧上谷商业中心１－Ａ－４０３室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主要星级宾馆饭店名录

单位名称 星级 地址

泰达国际会馆 五星 复康路７号增２号

会宾园大酒店 四星 水上公园路４６号

双鹿大厦 三星 南开三马路１６５号

华夏大酒店 三星 红旗路３３６号

华城宾馆 三星 红旗路２５３号

体育宾馆 三星 卫津南路９０号

（赵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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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文化旅游景点简介·

【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　国家Ａ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中国特色商业街，津门十景之一，景名“故里寻踪”，是

全国唯一的开放式商业旅游景区。位于南开区东北

部，东起海河边的张自忠路，西至东马路，南临水阁大

街，北抵通北路，占地１４万平方米。主街长６８７米，宽

５米，是集旅游商贸、民俗文化、购物休闲、健身娱乐、餐

饮住宿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旅游区。

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区地志办提供）

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最早形成于明永乐二年

（１４０４）。１９８６年，重建、修复后定名为“天津古文化

街”。２００３年，进行提升改造，改造后的景区以天后

宫为中心，分为宫南、宫北大街，南口牌楼匾书“津

门故里”，北口牌楼匾书“沽上艺苑”。主街和戏楼

落地重建，整修恢复具有６００年历史的木结构建筑

玉皇阁和百年民居通庆里，新建文化小城、古玩城、

美博城及沿河风情水畔等具有独特风格的建筑。

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８日向游客开放。其建筑风格为仿明

清式，街区走向自然曲直，商店铺面长短有序，呈现

出鳞次栉比的古街效果。街中百余家店铺主要经

营文房四宝、玉石瓷器、珠宝首饰、古玩字画等。在

文化小城各个建筑群落之间，新建一个距地面 ２０

米、直径６米的日晷，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气息。２００５

年５月，在全国首届中国特色商业街评选活动中，获

“中国特色商业街”称号。景区内每年春节期间举

办传统庙会。经常举办古玩博览会、文化旅游购物

节、元宵灯节、文化夜市、年货市场等民俗文化旅游

活动。

【天津鼓楼商业步行街】　国家ＡＡ级旅游景区。位

于老城厢中心十字街，以鼓楼为中心，东起城厢东

路，西至城厢中路，南临南城街，北抵北城街，南北

街长５８０米，东西街长 ５１０米。建成于 ２００２年 ９

月，是集观光旅游、文化展示、历史风貌、休闲购物

于一体的大型商业步行旅游街区。以清朝建筑风

格为主，采取左右对称长街式建筑模式，雕梁彩绘，

青砖青瓦对缝，南北街口建有牌楼，主体建筑２～４

层，高低错落，体形大小有致，平面凹凸有序，既具

有浓郁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又融入现代商业意

识，具备现代商业设施功能。主要经营古玩玉器、

名人书画工作室、客栈和艺术品市场及民间民俗工

艺品、餐饮娱乐等。街上点缀十几组小品雕塑，以

表现天津６００余年的历史沧桑和民俗民风。每年黄

金周期间，举办鼓楼民俗风情旅游节等活动。

鼓楼（区地志办提供）

【鼓楼】　鼓楼是“天津卫·三宗宝”之一，位于南开

区城厢中路。相传初建于辽、金时代，是屯兵隙望

的地方，后来废纪。明朝初年重建鼓楼，恰好在天

津城正中十字路口。鼓楼四门之上有楷书匾额为

“镇东”“安西”“定南”“拱北”，鼓楼分两层，中央为

覆锅形，建筑奇特。第一层供着南海大士，关（羽）、

岳（飞）二圣，天后圣母，天仙圣母诸神。第二层最

初有大鼓一面，后来为报时需要，把大鼓换成洪钟，

每天早晚各撞钟一次，每次１０８响，作为开、关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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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号。钟声清脆响亮，传遍城里城外和海河南北

很远的地方。“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

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断续钟声。”此乃清代天津

诗人梅成栋（字树君）为鼓楼所撰。

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

鼓楼遭到洗劫，１９２１年重建。１９５２年，因市政交通

建设需要，鼓楼被拆除。２００１年９月原址重建的鼓

楼竣工，成为天津“世纪危改”工程标志性建筑。重

建的鼓楼仍采用明清建筑风格，楼高 ５层，体积比

原来增大。添加须弥基座、绿琉璃卷边、汉白玉栏

杆。脊上飞檐走兽，砖城四面开拱形穿心门洞，四

拱门上方恢复汉白玉门额，仍镌刻“镇东”“安西”

“定南”“拱北”字样。２００２年１２月，鼓楼被天津市

政府命名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鼓楼（王英浩 摄）

【水上公园】　国家 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津门十景

之一，景名“龙潭浮翠”。位于南开区南侧，占地面

积 ２００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 ８９２万平方米，

是市内以水景为特色、以水上活动为内容的综合

性公园。园内有三湖九岛，以拱桥、曲桥、涵洞和

陆路连接成一个整体。绿化疏密有致，沿湖以垂

柳为主，水中栽藕植莲，岛上林荫道则种植白蜡、

国槐、合欢、法桐等树木。全园以翠亭洲上眺远亭

为中心，亭高２６５米，是公园最高点，东湖中“青

龙飞瀑”龙头喷珠溅玉，形成九级叠水。建有神户

园、盆景园、碧波庄、儿童乐园等园中园。“水景长

堤”由１１组形态各异的水景组成，游客步移景异。

“水晶广场”由５组大型水景组成，万盏灯光汇成奇

光异彩，双面水幕电影、喷火喷泉表演，金曲音响组

合。水生植物园由木栈桥将其分为４个区域，栽种

多种水生植物。

该公园南端动物园占地面积５０５万平方米，有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东北虎、金丝猴、扭角

羚、丹顶鹤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熊猫、大天鹅、猞

猁等，还有来自异域的美洲虎、非洲狮、亚洲象、黑

猩猩、长颈鹿、犀牛和金刚鹦鹉等珍稀动物。建有

野生动物生态游览区、两栖动物综合馆、鸟语林和

灵峪等动物放养专区，是建设部命名的全国“十佳”

动物园。２００７年，通过 ＩＳＯ９００１质量认证。２００９

年，进行大规模景观提升改造，定位为“北方西湖，

水上四季”，对外免费开放。

水上公园（区地志办提供）

【广东会馆】　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国家级文物

保护单位，天津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

南门内大街３１号。始建于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由时任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同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梁

炎卿等人倡议、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当时旅津的广东

人祭祀、集会、赏戏娱乐等大型活动的馆所。光绪

三十三年（１９０７）１月１４日，会馆落成，取名广东会

馆。原占地面积约１．５万平方米，由门厅、正房、配

房、戏楼和跨院、套房组成，有大小房间２９３间和戏

楼一座，由于历史原因，现仅保留下来会馆主体建

筑四合院和戏楼，面积约５０００余平方米。是目前国

内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北方与岭南建筑风格

相融合的清代会馆建筑。其外围以青砖墙封护，南

向开大门，东西两侧各有一条箭道。瓦顶和墙体为

北方建筑风格，内檐的雕梁画栋又具广东潮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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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砖、石雕刻无一不精。正房山墙正中的大型

蟠龙砖雕更是刀法精细、栩栩如生。１９１２年孙中山

先生曾在这里演讲。１９１９年，邓颖超等“觉悟社”成

员曾在此举办义演。１９２５年天津总工会在此成立。

１９９１年被评为全国优秀近代建筑。２００１年晋升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广东会馆（区地志办提供）

【天后宫】　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天津市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俗称“娘娘庙”。位于古文化街 ８０

号。元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勅建，建筑群坐西朝东，面

向海河，占地 ５３６０平方米，从东至西由戏楼、幡

杆、山门、牌坊、前殿、正殿、凤尾殿、藏经阁、启圣

祠及钟鼓楼、张仙阁和４座配殿组成，前殿和正门

之间有普济泉等 ３口井水，属典型的中国传统庙

宇式建筑，也是天津市区现存最早的古建筑群体。

与福建莆田湄洲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列为

“中国三大妈祖庙”。初建时仅为船夫、商贾乞求

海神天后娘娘保佑航海安全，后扩展成百姓求福

祈顺、求子继嗣、消灾灭疫之所。并以此为中心成

为天津最早的居民聚落点，是天津城市形成和发

展的摇篮。１９８５年，进行居民动迁、文物修缮和天

津民俗博物馆建设，对天后宫内的海神天后妈祖、

王灵官和四大金刚等神像进行复原。１９８６年１月

１日，对外开放。保留天后宫复原陈列，增加以天

津民俗民风为基础内容的展览。２００１年始，每两

年举办一届妈祖文化旅游节。每年农历腊月二十

三和农历三月二十三，举办妈祖春祭大典和妈祖

诞辰周年纪念活动，是中外游客来津观光的游览

胜地。

天后宫（区地志办提供）

【天津老城博物馆】　国家 ＡＡＡ级旅游景区，位于

鼓楼商业街东街２０２号，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２３日对外

开放。占地面积约１４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６００余

平方米。原为英麦加利银行买办徐朴庵的家宅，

建于民国初年。大院采用中国小式建筑做法，青

砖、硬山顶，整体建筑坐北朝南、乾宅巽门，中轴线

由三套院落组成，东西两侧配有箭道。其建筑雕

饰典雅精美，是天津市区唯一保存完好的典型传

统民居三进四合套院落。其中三道院的西厢房复

原老天津卫人的居室，２０余平方米的房间被分成

三小间，再现居住在老城里人们的生活场景。一

道院和二、三道院的偏房里展出民间捐赠的各种

老城文物，再现天津城市昔日的历史风貌、人文故

事。２００９年，在天津老城博物馆内新建天津老城

小梨园茶楼，是集京剧、评剧、曲艺于一体的综合

性演出场所。

天津老城博物馆（区地志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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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庆里】　始建于１９１３年，原属漕运名商的旧宅，

位于古文化街北端东侧，是市级重点保护等级历史

风貌建筑。总建筑面积２６００平方米，由１０个独立

院落串联成中式里巷。巷口过街楼上，镶有寓意

“通达吉庆”的蝴蝶状镂空木雕，就是里巷名字的由

来。每座建筑在里巷的出入口处均建有过街楼，楼

口上端镶有蝴蝶状的镂空木雕寓意“通达吉庆”。

每个院落内均建有２座二层砖木结构青砖楼房，屋

顶为坡状，建筑首层和二层均设有开敞式外廊。建

筑融合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中的里巷式布局和西洋

建筑中的单体建筑结构，是典型的中西合璧民用住

宅建筑群落。２００３年，根据“修旧如故”原则，保留

和恢复特色建筑群。东西侧入口处墙壁上，分别增

加黄大门、潞河督运图和文明娶亲、天津卫俏皮话

写真、踩高跷、闹龙舟６幅浮雕。院落内有名人名

作、京剧脸谱、民族乐器、特色婚庆、泥人展示、地方

收藏等展室及旅游项目。通庆里是市区内继承、再

现及展示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的特色窗口。

【天津文庙博物馆】　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天津市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位于东门内大街路北东门里１

号。文庙又称为“孔庙”，创建于明正统元年

（１４３６），占地面积１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０００平

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和明伦堂组成。在全国

众多的地方文庙中，府庙、县庙仅一墙之隔，堪称

“中华双学第一庙”。原为明清两朝地方政府祭祀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的庙宇，也是

旧时天津学宫所在地。主要建筑有牌坊、万仞宫

墙、泮池、棂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和崇圣祠，建筑基

本上呈对称排列，分别贯穿在南北中轴线上，具有

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是天津市区现存最完

整、最大的一组古代建筑群。１９９１年，更名为“天津

文庙博物馆”。２０００年 ４月 ３０日，新建南山门落

成。２００７年，文庙实施抢救性大修。使礼门、义路、

棂星门恢复中国古建传统的木质结构，大门两侧重

新设置下马石，干涸的泮池恢复半月形状，修复的

石拱桥下引入地下水。国学馆设在明伦堂，可容纳

近百人的教室。２０１０年８月１日对外开放，每年定

期举办春秋两祭、开笔礼、成年礼、祭孔乐舞等。

文庙博物馆（区地志办提供）

【玉皇阁】　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天津老城

的东北角，始建于明宣德二年（１４２７）。明清时期，

是天津老城最大的道教庙宇，也是等级规格最高的

木结构楼阁，还是民间“九九重阳”登高赏菊理想之

地。玉皇阁原建筑群落十分庞大，由旗杆、牌楼、山

门、钟鼓楼、前殿、八挂亭、清虚阁、南斗楼、北斗楼

及三清殿组成。后因年久失修有倒塌危险，除主体

建筑清虚阁予以保留外，其他建筑于１９５６年拆除。

２００４年，进行大规模修复。

玉皇阁（区地志办提供）

修复后的玉皇阁占地面积２３５平方米，建筑面

积３００余平方米，清虚阁楼阁梁架结构，面阔５间，

进深４间，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周围有回廊环抱，可

登临凭栏远眺。阁顶前檐下悬有康熙四十年

（１７０１）秋月恭亲王书写“清虚阁”匾额一方。阁的

二层楼内有玉皇大帝铜像一尊，铸于明代。阁顶作

九脊歇山式，中心铺设黄色琉璃瓦，两侧铺设绿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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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瓦，采取“剪边”做法。在红色栋额之上，绿衣仙

人簇立，龙凤、狮子走兽飞腾，显得宏伟壮丽，别具

风采。按道教习俗，每逢旧历正月初八进行“祭

星”，九月初九举办“攒斗”等宗教活动。

【天津市民俗博物馆】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对外开放。

位于古文化街８０号天后宫内，是集妈祖文化、天津地

域民俗文化、民间信仰研究及展览、游览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民俗博物馆。基本陈列有天津历史、民俗陈

列和具有天后文化特色、天津漕运文化，以及天津典

型民俗事象、天津婚俗复原等陈列展览。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国家ＡＡＡＡ级旅游景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教育基地，也是重要

的红色旅游景区之一。１９９８年 ２月 ２８日建成开

馆，位于水上公园西路９号，占地面积７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１３万平方米，馆内收藏各类文物、文献、

资料、照片万余件，珍品百余件。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区地志办提供）

馆内基本陈列分为主展厅、西花厅专题陈列厅

和专机陈列厅３大展区。主展厅由序厅、“人民总

理周恩来”周恩来生平展和“邓颖超———２０世纪妇

女运动的先驱”邓颖超专题展三部分组成，通过文

物、图片、复原场景、图表、艺术品等，集中展现周恩

来和邓颖超光辉灿烂的一生，以及为祖国、为人民

鞠躬尽瘁的优秀品质和崇高精神。西花厅专题陈

列厅按１∶１比例仿建北京中南海，厅内设有实物实

景的复原陈列和主题文物展“伟大的情怀”，展现了

两位伟人的爱情、亲情和友情。专机陈列厅陈列着

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总理的国家二级文物伊尔

－１４型６７８号专机。２００５年，成为国家首批红色旅

游１００个精品景区。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７日实行免费开

放。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天津戏剧博物馆】　１９８６年１月１日对社会开放，

位于南门里大街２５７号广东会馆内，是中国第一个

专业性戏剧博物馆。基本陈列《天津戏剧陈列》，展

示上起汉代的乐舞百戏、下至当代天津舞台新貌。

展出有尚小云戏班用过的清代“升平署”戏装、戏

神、道具、戏规、照片、唱片、泥人、模型等戏剧文物

及书籍资料、国际交流纪念品等１０００余件。《中国

戏曲发展简史》《中国京剧发展简史》《中国戏曲艺

术人物造型》３个展览和《拜师堂》《中国古典剧场》

２个陈列在戏剧博物馆内长年展出，馆藏有全国各

地戏剧名家文物、资料等１０００余件。拥有全国首座

“戏剧音像资料文库”，藏有全国戏剧剧种９０余个、

录像资料６０００余盘（套），为社会提供普及戏剧知

识、查询戏剧音像资料、欣赏戏曲演出等服务。正

房和两旁的配房展室有天津戏剧形成发展的历史

展，并陈列有戏曲名角的彩塑、剧本、唱本、戏曲服

装、道具、伴奏乐器、剧照等。

天津戏剧博物馆（区地志办提供）

【泥人张美术馆】　民营美术馆，１９８０年建立，位于

古文化街通庆里４号院，由第五代“泥人张”张乃

英的家庭博物馆发展而来。２００３年正式建馆，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泥人张”项目保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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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泥人张美术馆展示面积约２００平方米，设４个

展馆，一号馆展示清末精品，主要是泥人张世家史

料和第一、二代人的精品，二号馆展示二至六代的

经典作品，三、四号馆集中展示第六代所创作的世

家作品。

【格格府典藏博物馆】　民营博物馆，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２０日对外开放，位于鼓楼南街３０号，是天津市首家

私人博物馆，为二进制清代四合院，馆藏有明清官

窑瓷器３０余件，明清民窑瓷器近１０００件，珍贵杂项

４００余项。明清家具、青铜器收藏品若干。基本陈

列有金器、青铜器、字画、欧式家具、玉器、瓷器等６

大类。

【老美华华夏鞋文化博物馆】　２０１０年 ５月 １８日

开馆，位于古文化街海河楼１６６号，是天津首座展

示中国传统鞋文化的博物馆，由天津老美华鞋店

筹建。展厅近 １０００平方米，展示内容有鞋发展

史、鞋履民俗、民间鞋品、三寸金莲、精品特展、制

鞋技艺、场景复原 ７个部分，包含 ６０余个有关鞋

的专题，展品 １０００余件，展示远古、商周战国、秦

汉三国、唐宋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等各个时

期鞋履，以编年史的形式展现中国上下五千年的

鞋文化史，既有古代遗存物，也有后期仿制品。展

馆内设有现场表演体验区，并有专家为参观者表

演，参观者也可亲手体验纳千层底、搓麻绳、绣花

鞋制作等制鞋工艺。

（方　志）

招商与合作交流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招商与合作交流办公室内设科

室４个，区楼宇经济管理办公室内设科室３个，合署

办公。区招商与合作交流办公室以承接非首都功

能疏解作为工作重点，运用招商前沿理念，创新招

商举措，提高服务质量，优化投资环境。完成国内

招商引资额２８０亿元，超额完成９．８％；内资到位额

１００亿元，完成率１００％。新增市场主体１８５８５家，

注册资金 ２２５．３２亿元；注册千万元以上企业 ５３３

家；注册百万元以上北京企业 ９５家，注册资金

１３４１亿元；注册百万元以上河北企业７１４家，注册

资金４２．１７亿元。累计盘活楼宇空置面积７８．８８万

平方米，提前半年超额完成三年任务。

【国内招商引资】　全区各经济责任单位齐头并

进，洽谈、落地大项目好项目，涵盖金融、智能、互

联网、园区运营和教育等行业。其中，全景影像设

立子公司、延长石油设立北方总部和世嘉高科技

都市主题乐园等７个落地项目被纳入市领导包联

企业项目。重点跟踪洽谈大项目好项目 ２５２个，

涵盖人工智能、保险、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电子商

务等多个领域。

【招商机制创新】　制定《南开区精准化招商体系

实施意见》，区领导带头推进招商，对全区４０个责

任制单位进行职能分工，形成专业招商、全员服务

格局。区投资服务中心实行“基础任务 ＋绩效考

核 ＋梯次管理”运营管理模式，融入京津冀协同发

展，瞄准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在京召开８场

主题招商推介会，吸引北京企业 １４５家，推进科

技、教育、文化等领域项目合作。年内，投资服务

中心开发项目信息 ２９２２条，完成企业注册 １６８

个，注册总金额 １８亿元。接待来访企业 ２１２家，

区领导外出走访企业 ４０次，走访航天云网、九尾

科技、复星集团等企业８４家。策划多种形式招商

活动，主办或协同区其他单位在外召开推介会、座

谈会和展会１０场，吸引参会企业６００余家。借势

津洽会、达沃斯论坛、亚布力论坛、妈祖节等大型

活动宣传推介南开，为企业提供一对一、保姆式服

务，吸引企业投资落地。

【楼宇经济】　重点打造启航创新大厦和律政大厦２

个特色楼宇项目。启航创新大厦盘活９５００余平方

米，新引进科技型企业近２０家，涉及智能制造、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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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大数据等领域；能源大厦正式更名律政大厦，

包括初创、成长和成熟等不同时期律师事务所及其

他法律服务企业。仁恒置地国际中心、创业环保大

厦、宝利国际广场等７座第四批亿元楼宇通过验收，

持续推进海光寺、环天南大、环水上、老城厢、西部

片区５个第五批亿元楼宇捆绑项目。组织楼宇联盟

代表和税务局、审批局等职能部门赴成都、重庆学

习调研先进理念和经验做法。

【服务企业】　制订出台《南开区服务企业工作方

案》，采取区领导及区属相关部门与企业一对一结

对形式，对区内４９家重点企业开展包联服务。利

用天津市政企互通服务平台，及时答复企业诉求。

走访包联企业，解决企业实际困难。协调解决市

政府办公厅企业家服务处结转至南开区２个企业

问题。其中，华阳集团企业存在问题经多方协调

解决，友鹏海鲜问题正在推进。深入推进“打造软

环境，服务促发展”，邀请区内２０家重点企业及２２

家重点在谈企业参加“南开区重点企业座谈会暨

妈祖文化旅游节活动”，广泛征求企业家代表

意见。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调整和完善《南开

区人民政府关于助推受援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

实施意见》，制定出台《南开区推进东西部扶贫协作

和对口支援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任务分解

表》，成员单位扩大至２６个，区各相关部门与受援

地区签订帮扶协议３５个，确保对口帮扶任务取得实

效。与受援地区互访交流２０次，其中区主要领导到

帮扶县考察６次，区财政拨付专项帮扶资金５３２０万

元。助力国安社区开展“一丝爱”系列扶贫活动，引

导社会力量捐款、捐物，到受援县开发投资，帮助对

口地区产业升级。

（姜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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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规划分局按照市政府、区政府

和市规划局部署要求，完成市委党校、市监察委办

公楼改造２项市重点项目推动审批。完成昌源里地

块、路灯管理处等地块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工

作。推动中医药大学、简阳路地块土地整理和规划

研究工作。研究西营门地区城市设计。配合完成

“一张蓝图、多规合一”市级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和运

行，组织区级平台建设。完成天津大学双峰道、天

津市巴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开大学迎水道、

正荣正兴（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制本厂等重点

难点项目规划审批。配合区审批局落实“一窗”分

类受理。严格落实天津市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试点实施方案要求，深化“五减”（见２１９页注释１）

改革，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规划综合业务】　召开局长业务案件会审会 ４７

次，印发会议纪要４７期。核发各类成果２１８件，其

中选址意见书０．７８万平方米、规划条件３３．４２万平

方米、建设用地规划许可２１．６７万平方米、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９２９１万平方米、建设工程规划验收

７５０２万平方米，平均办理时限３．１２天，平均效率

比上年提高４６．１９％。主动公开各类行政审批结果

１７４件；发布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４件；公示修建性

详细规划方案２件、公布４件；公布总平面设计方案

２件；公布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８件；道路规

划公示１件；审批前公示１０件；总平面公示１０件；

依申请公开查询５１件。

【规划管理】　按照市政府、区政府指示精神，结合

土地整理和项目实施需求，深化完善西营门城市设

计成果，按照１１月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张国清等

市领导在现场办公会指示精神，对接相关政策，深

化完善方案。与区教育局研究编制全区教育布局

调整规划；配合区河长办划定区属河道控制线；配

合区建委编制《天津市南开区燃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配合完成历史建筑紫线划定

（见２２２页注释６１）工作。完成市委党校地块、市监

察委地块、昌源里地块、路灯管理处地块４项控制性

详细规划管理工作。对存量土地动态分析，配合市

规划局完成相关用地检查，掌握全区建设用地情

况，辅助土地开发整理决策。处理便民中心及北方

网政民零距离留言答复２８件。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完成南开大学迎水道 Ａ、Ｂ

地块，天津大学双峰道地块，正荣正兴（天津）置业

发展有限公司制本厂地块，市委党校二期，盈艺园

等重点项目规划审批，推进天津市巴博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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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南开大学附中地下停车场地块等项目历

史问题解决，保证项目如期开工。完成天津天房融

创置业有限公司盈秀园、盈艺园，天津市王顶堤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保盈家园等建设项目配套电力、供

热、燃气工程等线性非占地市政建设项目规划审

批。完成兰坪路、石坪道、沙坪道等道路规划方案、

设计方案审批工作，推动临潼路、育贤道、育杰道等

道路前期规划研究工作。推进东门内大街、水阁大

街慢行系统、黄河道（芥园西道—密云路）等道路改

造工程管线综合规划。简化规划许可流程，总承诺办

理时限由６６个工作日压缩至２０个工作日。办理便民

专线事项９０件。专人负责外檐跟踪管理，巡查天拖一

期、第四十三中学、芳庭雅苑、五马路小学等项目１５次。

落实“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到包联企业进行政策宣

讲２次。参与编制研究《南开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

施办法》《天津市建筑工程规划管理技术标准》《天津市

规划设计导则修编》，提出修改意见。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全年办理业务案件４５件，

其中选址意见书４件、规划条件１７件、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９件、市政选址意见书９件、市政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６件。完成市惩防教育基地地块容积率

调整工作。落实南开区与国家电网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即“１００１工程”）任务书审批，保障电网工程

建设。完成红旗路 ２２０ＫＶ、镇坪路 １１０ＫＶ、迎水道

１１０ＫＶ变电站等 ５个项目选址意见书（含规划条

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审批。到市委党校、市司

法局、中医一附院、市轨道集团、区土地整理中心、

区教育局等单位服务６０余次，解决市委党校换热站

迁移、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改扩建工程、地铁５号线

车站选址用地等问题７０余个。加快新裕里、战备

楼、水厂南侧等重点地块出让，做好规划服务保障。

完成兰坪路、石坪道、沙坪道等天拖地区道路工程，

城厢中路、城厢东路等老城厢地区慢行系统道路改造

工程选址用地审批。参与南开区“一张蓝图、多规合

一”综合管理平台建设，首次把育杰道、育贤道、临潼路

３条道路工程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多规合一”业务协同

平台，实现审批过程和结果实时传送。

【执法监察】　核发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３８

件，竣工规模 ７５．４７万平方米。规划现场复核 ３５

次，巡查违法建设１９６人次，服务企业７１次。回复

各街道办事处协助调查函１２９件。发现违法建设并

移送相关街道办事处处理３件，违法建设案件结案

１１件。接待信访群众１７１人次。办理“天津市智慧

信访信息系统”转办件２０件，处理答复“８８９０”便民

中心转办件４１件。牵头组织行政诉讼案件１件并

胜诉。行政复议１件，结果为撤销。

【地名管理】　地名普查成果通过验收。开展《天津

市南开区地名录》编纂工作。配合老旧小区及远年

住房提升改造指挥部完成对 ２３个小区验收巡查。

新安装楼牌４９块、门牌３２４块。审批核发“标准地

名证”２４件。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地名命名情况表

标准名称 所在地 命名类别 发证日期

云川里５号楼配建１－１０门 延安路与密云路交口 门牌 １月４日

天大北五村５号楼、１０号楼、１１号楼 鞍山西道北侧 门牌 ４月１２日

师北新苑 双峰道南侧 居住区 ５月２日

双峰道３号 双峰道南侧 门牌 ６月２７日

双峰道５号 双峰道南侧 门牌 ６月２７日

悦逸雅苑、悦逸大厦 迎水道北侧 居住区 ８月７日

日兴雅苑 迎水道北侧区 居住区 ８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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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设与管理

标准名称 所在地 命名类别 发证日期

汾水道２号 红旗路与汾水道口 门牌 ８月３０日

北马路１－１０７号、东马路２－３２号、北城街２－６号、城

厢东路１－１１号
北马路南侧 门牌 ８月３０日

迎水道６号 迎水道北侧 门牌 ８月３０日

育杰南苑商业１－１１门、配建１－１０门 水上公园西路西侧 门牌 ９月１１日

育杰北苑９号楼底商１－１３门、１０号楼底商１－１３门 水上公园西路西侧 门牌 ９月１１日

祥平园４号楼配建１－８门、５号楼配建１－６门 长江道南侧 门牌 ９月１８日

王顶堤大街３１号 王顶堤大街南侧 门牌 ９月２６日

白堤路２７号 白堤路东侧 门牌 ９月２６日

日兴雅苑商业１－１２门、配建１－５门；２号楼底商１－６

门、配建１门；９号楼３门、底商１－１１门
迎水道北侧区 门牌 １０月２５日

育信苑６号楼配建１－８门 育梁道南侧 门牌 １０月２５日

南开二马路１４７号 南开二马路东侧 门牌 １１月８日

玉泉路６１号 玉泉路东侧 门牌 １１月８日

荣佳大厦 城厢东路与东门内大街交口 公建 １１月１３日

荣佳大厦底商１－２６门、配建１－３门 城厢东路与鼓楼东街交口 门牌 １１月１３日

祥平园 长江道南侧 居住区 １１月２７日

正虹雅苑、正虹大厦 黄河道南侧 公建 １１月３０日

水上公园西路３８号 水上公园西路西侧 门牌 １２月２８日

【测绘管理】　办理提供国家基础测绘成果资料审

批手续１件，核发测绘作业证１０７个。对天津市津

勘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津七纬业科技有

限公司２家单位进行测绘资质巡查。开展“８·２９”

国家测绘法宣传日活动。

（于　航）

建设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３４．７２

亿元，其中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完成１１９亿元，占全

区８８．３％。全区房地产在施面积４０１．４万平方米，

新开工、竣工面积均超过１００万平方米。完成道路

基础设施建设、房屋征收、非经营性公建配套用房

管理、节水等工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落实服务

企业方案和领导包联制度，开展线上企业分类帮扶

和线下实地走访服务，调研走访城建集团、融创集

团、天津筑源置业有限公司、正荣正兴（天津）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企业１６家，到项目现场服务５００

余人次，召开帮扶专题会、企业座谈会、部门协调会

等３０余次，协调解决汇科大厦验收、南开大学附中

停车场、天拖地块绿化率、迎水道项目前期手续办

理、制本厂“三边规定”制约规划、格天大厦车位、金

轩商业广场房屋属性等问题２００余件。

【城建重点项目】　推动３０个城建重点项目，其中

景丰园竣工，春景大厦主体施工，咸阳路Ａ地块（清

科雅苑）、老城厢１５号地（荣佳大厦）基础正负零，

盈创大厦、服装一厂基础施工，团校政法学院项目、

万豪酒店项目土方开挖，小客车厂项目桩基施工，

金轩商业广场三期帷幕施工。咸阳路 Ｂ地块（华科

雅苑）、王顶堤、双峰道、熙悦广场二期、钢丝绳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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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才广场、理工学院二期、迎水道保利、君瑞雅苑、

信美道教育综合楼等１０个项目开工建设。开展宣

传推介工作，推动城建项目进程，扩大项目影响力。

【道路提升改造】　提升改造鞍山西道、西湖道、雅

安道、芥园道、三潭路、楚康道、兰坪路、楚雄道、昌

宁道、晋宁道，总长约１．４万米，总面积约３４．３万平

方米。区建委将道路建设列入年度工作计划，指定

具体分管领导和责任科室，将完成任务情况列入年

度考核目标。坚持“优质、高效、安全、文明”管理理

念，在招投标、工程质量、责任追究上严格把关，对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扬尘降噪防治、工程进度等情

况进行全程跟踪。

【海绵城市建设】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市建委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的通

知》和《市建委关于印发天津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暂

行办法的通知》要求，成立由区领导领衔的组织保

障系统，全面推动海绵城市建设。研究制订《南开

区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确定海绵城市工

作目标，明确各部门工作任务和分工。将南开大学

迎水道校区地块等２４个项目１８３万平方米按海绵

城市建设指标要求，纳入“两证一书”（见２２２页注

释６２）。完成天津市第一个社区“海绵花园”———万

兴街三潭西里１８００平方米中心花园绿地改造，完成

宁乐里党建主题公园项目提升改造，完成３１处积水

点改造和仁爱河、陈台子河黑臭水体治理。

【非经营性公建建设管理】　年内，签订非经营性公

建配套合同书３份，发放非经营性配套公建证明４

份，发放新建商品房准许使用非营业性配套公建证

明３份。分配配套用房５８处１．２４万平方米，其中

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用房２０处、养老院和老年活动中

心８处、警务室５处、儿童活动中心１处、公厕３处、

环卫班点 ３处、社区卫生服务站 ７处、市政班点 ２

处、房管所８处、供热收费１处。组织接管配套用房

４３处１．４３万平方米，其中公安南开分局５处、区民

政局１２处、区卫计委５处、区市容园林委９处、区道

路所２处、区排水所１处、区建委９处。２个非经营

性配套公建项目正在建设中，社区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主体封顶，信美道项目开工。

【房屋征收】　完成新裕里棚户区改造征收工作，项

目涉及住户１１３１户、非住宅２３处、违章５３７处，总

建筑面积３．８万平方米。为确保征收任务完成，成

立新裕里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指挥系统，抽调６０余

名经验丰富的干部任现场指挥。区建委牵头相关

部门召开政策研讨会并与群众面对面交谈了解、倾

听民意，通过反复研讨、修改，形成切实可行的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该项目自２０１５年８月启动征

收，历时２年１０个月，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１２

月启动地铁７号线南开区段福安大街站地上房屋征

收工作，按期完成征收要件办理。

【节水工作】　加强城镇非居民用水户纳管和考核

工作，与１４０户纳管户重新签订协议，对市下达年用

水量５０００立方米以上的１０８户单位进行核查建档，

对新增４０户纳管户进行用水核定，下达计划指标。

完成鼓楼街道办事处、兴南街道办事处等９个单位

和龙亭家园、时代奥城、中海御湖翰苑等２４个居民

小区年度节水型单位和节水型社区创建工作。完

成天津市鸵鸟墨水有限公司和区中心小学的水平

衡测试。对全区２０１６年以前创建成功的５５家节水

型单位进行复核，全部验收合格。在第２７个全国城

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期间，开展走进社区、走进学校、

走进南开区节水宣传教育基地———善水园等一系

列节水宣传活动，发放节水宣传品１５００余份。全区

全年节约用水１６万立方米。编制完成《南开区节

水型社会达标建设实施方案》，并印发全区实施。

【供热工作】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供热期内，入户走访

调查２７６个小区１８４３户，抢修、抢险７８次，受理居

民来电３７０３次，办理“１２３１９”“政民零距离”“行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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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８８９０”等信访承办单和督办单３５５８件，接待

居民来访７９人次，回复、接访率１００％。延长供热

期２５天。完成１１个供热站４６台燃气锅炉１６０５蒸

吨供热锅炉低氮改造，提高锅炉燃烧效率，确保供

热期平稳运行。１０月２２日区供热办整体移交区建

委，围绕“按期供热、达标供热、安全供热、清洁供

热、优质供热”目标，推进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度供热各项

准备工作，实现１１月１日零时全区达标供热。

（李朝辉）

市政工程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建委深入落实河湖长制工作，

实施区二十项民心工程，大修１０条道路，推进创文

创卫各项工作，开展社区道路、排水与河道专项维

修工程。完善城区主次干道路网体系，改造排水设

施、无障碍设施等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旧路３９条，

改造积水点位２４个，翻修道路车行道罩面９条，疏

通掏挖街道失管失养排水管道９个，建设裸地硬化

工程１９处，改造人行道盲道设施１６条，新建街区隔

油池６６座。对宜宾东里、阳光壹佰等２３个积水点

提升改造项目点位完成管道改造１６２３７米。３９条

旧路整体提升改造项目中，前江路、楚康道、兰坪路

等１４条进场施工，兰坪路、安康路、平利路等８条道

路竣工，改造车行道４０６４３平方米，人行道３６２３８平

方米。专项治理路井跳车４５处，路井跳车改造项目

５６条道路、４０３座井周边改造全部竣工。环保督查

整改裸地硬化工程完成１８条道路，铺装面积２７５０７

平方米。市政信息平台处理各渠道反馈案件１０５５４

件，在市交委市政专项考核中位列市内六区第一，

在区市容园林委数字平台考核中位列区内专业部

门第一。受理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建议提案１７

件，市级代表委员建议提案１３件。处理“政民零距

离”、北方网、人民网等群众反映问题１００余件，回

复率、办结率均为１００％。

【河湖水质监测网络】　加强湖泊污染治理，将湖长

制工作纳入河长制组织体系，建立河湖水质监测网

络，制发湖长制区街两级《实施方案》和配套制度。

在全区７条河、１６个湖泊设立３３个监测断面，每月

检测河湖水质，掌握水质情况，有针对性开展水污

染防治工作。

【仁爱河清淤及水循环工程】　完成仁爱河水循环

主体工程。区河长办寻找生态补水水源，引入再生

水，改善水质，解决仁爱河水质较差问题。建成以

日常规范养管为基础、加强水循环为主要手段、再

生水水源为重要补充措施的长效治理机制，确保河

道长治久清。

【防汛】　重新编制《南开区防汛抢险预案》《南开区

防汛工作安排意见》，强化区内重点积水片及河道

沿线、地道、下沉路、棚户区等地区应急抢险具体措

施，提高预案可操作性。排查梳理区内易积水片区

１１处。编制《南开区积水片危房群众疏散转移方

案》。联合市排管部门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演习。配

合市水务局做好区内青年路、冶金路、南大道、沱江

路雨水管网改造工程，南门外大街截流沟改造工

程。对俊城浅水湾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年内，

全区有１０次较大降雨过程，总降雨量３７３．８毫米。

７月２３—２５日，区内平均降雨量１８６毫米，密云路

地区达到２００毫米以上，为全市最大降雨。长江里、

文水路、天拖北道、密云路等易积水路段出现积水

情况，市、区防汛各单位出动抢险人员科学应对及

时抢险，恢复市民正常生活出行。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　加强督查检查，严格落实施

工现场“６＋２”控尘措施（见２２２页注释６３）。每月

组织不少于２次施工现场扬尘检查，带队检查施工

现场３３次，与各街道办事处联合执法２２次。重点

监督检查非移动机械设备、智能渣土运输车辆，强

化渣土运输管理，严控扬尘污染。依法加大对区内

建设项目、在建工程、新建道路、临时占掘路和损坏

排水设施监管力度。突出属地管理，开展自查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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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利用巡视管理和网络信息手段，构建全时段、全

空间、全覆盖监管体系。

【桥下空间】　组织对全区所有桥梁桥下空间使用

情况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桥下空间生产、加工

或者堆放易燃易爆、腐蚀性、放射性危险有害物品、

使用明火行为等，发现问题立即通知属地桥下空间

使用牵头单位进行整改，并向现场负责人讲明消除

隐患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告知签署《桥下空间消

防安全隐患协议书》。

【基础设施养护】　不断提高养护作业科技含量，由粗

放型养护转化为精细化、等级化、重环保养护。全年完

成道路养护８５６１９平方米，其中维修区管道路２２７条、

车行道３０４４４平方米、人行道２３２９１平方米、里巷１２４

个２５６６８平方米、其他折合量６２１６平方米，完成年计划

（８２６８１平方米）１０４％。市政设施疏通管道１２万米，掏

挖检雨井４４．８２５万座次，维修检雨井２９８９座，翻修管

道６００米，完成全年计划（１１２９．７４４千米）１０６％。

（齐　航）

市容园林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市容园林委围绕创建国家卫生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双创”任务，以公园、河岸、

次支道路、社区、游园等为重点开展绿化提升，全年

新建、提升绿化面积１３０万平米；实施背街里巷道路

综合整治、夜景灯光保障和维护，长江道等９条道路

牌匾规范，户外广告治理以及全区道路的排险整

治；对陈塘支线铁路沿线周边环境开展综合整治，

完成１１６个老旧小区配电设施设备圈占堆物整治，

推进突出环境保护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全区有绿地１３２９．５９万平方米，树木１３３．２０万

株。公园８个占地３３２．７２万平方米，其中市级公园

１个１５３．７４万平方米、区域性公园４个１１７．５６万平

方米、区域性二级公园２个９．７６万平方米、专类园

１个５１．６６万平方米。小游园１６８．１４万平方米，街

景绿地１９３．２１万平方米。

【道路及社区绿化】　完成雅安道、迎风道等５７条

次支路绿化提升工作，补植补种国槐、白蜡、金银

木、太阳李、西府海棠、碧桃等乔灌木，治理裸露土

地，完善绿化层次，为市民营造整洁有序、绿色美观

的出行环境。完成风湖公园等社区游园提升工作，

增添花池、小品、座椅等基础设施，合理增添色叶和

观花植物，丰富活动空间和景观层次，为社区居民

打造景致优美、焕然一新的公共休闲空间。完成南

开大学西南村、凤园里等社区绿化提升工作，整合

碎片化绿地、优化景观布局、修缮园林设施、丰富植

物层次，提升社区园林景观，改善生态环境。

【滨河生态建设】　对陈台子河、南运河、津河和四

化河河道进行绿化提升和设施修缮，绿化提升面积

２５万平方米。砌筑围墙１３３０延米，安装栏杆２３６０

延米，园路铺装１．７３万平米，修复廊架１４座，砌筑

各类种植池等２０座，栽植国槐、金叶槐、西府海棠、

太阳李等乔灌木１．２２万株，绿篱８９００余平米，地被

植物１３．５万平米，为周边市民提供舒适怡人、景观

优美的观景休闲空间。

６月，绿化提升改造后的四化河河岸（区市容园林委提供）

【绿化养护管理】　推进园林绿化日常养护管理市

场化运作，加强精细化管理，完善养护管理考核，优

化日巡查和月考核操作方式。完成防寒、浇水、施

肥、修剪、病虫害防治、清废等精细化管理工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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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乔灌木修剪１１．１万余株，草坪修剪１１６２．４９万余

平方米，绿篱修剪１２６．４５万余延米，投入农药、营养

药剂６．２吨，搭设防寒围挡１４万延米。围绕春秋季

补植、裸地恢复和清整补绿三条主线，对锦环道、嘉

陵道等４６条道路、１８处点位进行提升改造；对鼓楼

古文化街地区、长虹生态园等重点区域进行裸地恢

复。更换和补植乔木、灌木 １１６０余株，栽植绿篱

５０００余平方米、地被花卉等３．２万余平方米，修缮

铺装０．７５万余平方米。

９月，为保证植物安全越冬，启动植物防寒工作，搭设防

寒围挡（区市容园林委提供）

【长虹生态园与危改广场提升改造】　项目绿化提

升面积１．５万平方米，对长虹生态园危陋桥梁和设

施进行修缮更新，排除安全隐患；补植植物等，提升

绿化环境。对多年未经改造的危改广场进行全面

提升，在原有植物基础上补植林下地被，清洗、翻新

雕塑，重铺广场砖等，针对活动器械杂乱和扰民问

题重新规划并增加坐凳及挂衣钩等便民设施。

【背街里巷道路专项整治】　实施背街里巷道路专

项整治工作，拆除违章建筑、违章广告牌匾，封堵私

开的门脸、门窗，新建底商牌匾，制作安装门窗，粉

刷墙面，油饰铁艺护栏，修复台阶，垃圾清运等。建

设完成保山道和士英路２条示范道路，树立背街里

巷整治新标杆，老旧街区脏乱差现象得到改观。

【道路牌匾规范整治】　组织实施西市大街、青年路

等９条道路３个项目的牌匾排险整治工程。完成清

拆原有牌匾２０００余平方米，新制底商牌匾４０００余

平方米。加固原有牌匾，更换上下檐线扣角１０００余

平方米，制安亚克力灯箱５００余平方米，修补破旧台

阶等，提升街道两侧建筑美观性，改善街道周边整

体环境。

【违法户外广告设施专项治理】　按照全市违法户外

广告设施专项治理工作要求，组织区综合执法局与相

关街道办事处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拆除楼顶单体字、

户外楼顶广告、广告牌２０余处，拆除墙体字１００余

处、违章牌匾２００余处，清理各类路灯杆、招贴、围档

广告及窗贴、招贴画４０００余个，对查出的违章户外广

告进行梳理，及时报送，并限时整改，防止遗漏新生。

建立区道路设立户外广告设施管理台账，对区内２８

条道路进行普查，逐一编号登记，并搜集整理户外广

告设施现状图，将户外广告普查情况登记到表。

【节日气氛夜景灯光工程】　实施“春节”节日气氛

夜景灯光工程，以国旗、中国结、过节拜年标语、树

挂串灯、实景造型和夜景灯光秀为主要元素，对重

点道路进行夜景灯光布置。该项目于１月２３日进

场施工，４０余名施工人员历时１５天，装配５０余个

亚克力发光字，４５０组亚克力泛光灯、投光灯，２７万

余条暖白串灯，２月８日完成调试并投入运行。

【夜景灯光养护管理】　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

切实做好２０１８年市政府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组

织实施夜景灯光巩固提升工作。对纳入夜景灯光

组团并且超出维保期的灯光逐一修复，逐点监测智

能控制系统运行情况和供配电系统安全。对尚在

质保期内的灯光设施，严格履行质保协议，定期开

展效果质量“回头看”，保持灯光效果。

【道路秩序和环境卫生专项治理】　组织协调各街

道办事处及相关部门对社区、主次干道路、里巷道

路两侧影响市容环境的各类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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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主次干道及里巷道路两侧堆物堆料４９４０处；治

理门前外摆３０９７处；治理私装牌匾７２１个，广告牌

窗贴６０１５个，ＬＥＤ刀牌２４２４个，绳索、电线等吊挂

物１０１９处，广告灯箱和标志牌２１６８个；清理占路隔

离墩１７８４个；清理报废各类机动车１２０辆；治理菜

市场里空外卖９７处、治理占路摆卖２０１７处。

【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协调区综合执法局、向

阳路街道办事处、嘉陵道街道办事处、王顶堤街道

办事处、华苑街道办事处、体育中心街道办事处，按

照重点任务及标准对陈塘支线铁路沿线周边环境

进行整治。陈塘支线铁路沿线南起卫津南路，北至

芥园西道铁路桥，与西青区交界。该专项整治工作

对铁路及以铁路为中心沿线两侧１００米范围内进行

秩序管控，５００米可视范围内进行环境卫生整治。

清洗养护环卫等各类设施２７０个，清理垃圾废料６０

吨、死树７８株、绿地杂草４．７万平方米，清运绿地垃

圾１１２０平方米。多次夜间集中治理中石油桥下以

及红旗南路宾悦桥下铁路沿线的夜间占路经营问

题，治理和规范摊贩２０余处，拆除华锦路沿线和芥

园西道铁路桥违规设置的牌匾２个、标牌２个、户外

广告１个、违法建设２处；拆除四化河道沿线和芥园

西道铁路桥违章棚亭６８处、拆除铁路与四化河之间

空地违章建筑１４处约３５０平方米，拆除围垦４０００

余平方米。

【老旧小区配电设施设备圈占堆物整改】　在全区

开展老旧小区配电设施设备圈占堆物整改工作，组

织协调各街道办事处清理配电设备设施圈占堆物，

做到边清理、边检查、边整改，将圈占堆物清理工作

同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结合起来，消除配电设备设

施圈占堆物隐患，营造安全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

治理存在问题的小区１１６个，清理圈占４３处、清理

堆物１８８处。

【市容环境类环保问题整改落实】　区市容园林委

负责市容环境类案件的督办及配合驻区督办组做

好各项突出市容环境类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督促相

关单位严格落实“按时办理、快速整改、彻底解决、

群众满意”的案件办理要求，推动信访举报案件高

效有序整改落实。全年收到环保督办案件２１５件，

办复２０７件，办复率 ９６％。着重梳理积压疑难案

件，协调相关街道和部门办理案件，配合市督察组

现场走访案件点位办结疑难案件１６件。

【城市管理综合考核】　建设数字化综合管理系统，

整合区创卫管理系统、环卫数字化管理平台、市数

字化管理平台、停车办管理系统、信访热线、视频监

控系统等管理平台的数据交换渠道，实现各项功能

的共享利用，依托系统平台，严格督查考核，完善督

促检查机制。市、区两级巡查员共上报各类城市管

理问题１５．３万件，涉及南开区案卷７．６万件，立案

率１００％，总体结案率９７．９％，按期结案率８９．８％。

（王俊新）

环境卫生

【概况】　２０１８年，完成全区４５１条道路９０６万平方

米的每日清扫保洁以及４４２个小区生活垃圾和装修

土清运，全区可机扫水洗道路２１７条、面积８１１万平

方米，可机扫水洗率１００％，实现作业全覆盖。全年

转运生活垃圾３３４４万吨，日均完成约９１５６２吨生

活垃圾转运，全部转运至市管垃圾终端卸地进行无

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转运粪便１４３万

吨，全部转运至市管卸地，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完

成天津市第十四届运动会等重点工作检查保障３００

余次。实行四级质检，通过质检平台处理问题９９４２

件，数字化管理平台处理 ３２２２件，办复率 １００％。

在市联查环卫专项检查中取得第一名９次、第二名

３次，在“以克论净”专项考核（见２２２页注释６４）中

取得第一名１２次。

【环卫精品化作业】　按照创建国家卫生城区工作

各项要求和时间节点，完善精品化作业，提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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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洗作业质量和频次，按照“扫、吸、冲、洗、保”五步

作业法，采取日间机扫水洗喷淋降尘和夜间大水量

冲洗相结合的作业方式，每日对区域内可机扫水洗

道路进行循环式清洗，达到机扫水洗道路全覆盖。

区域内清扫保洁道路 ４５１条、面积 ９０６万平方米。

其中，可机扫水洗道路２１７条、面积８１１万平米，小

街小路２３４条、面积９５万平米，出动各类作业车辆

７５万车次，包括机扫、吸尘车１．３４万车次、洒水车

１．３３万车次、洗路车２．３９万车次、小型机扫车１万

车次、高压冲洗１．４３万车次进行作业。调整街域生

活垃圾一倒收运作业模式，改变收运车辆进入小区

收运垃圾的作业方法，发动各小区物业力量，在有

条件的小区实行垃圾桶统一集中到小区外后由收

运车量进行收运的作业模式，降低对小区环境卫生

影响的同时提升作业效率。

【垃圾分类工作】　印发《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

方案》，指导全区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成立区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推进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印发《２０１８年南开区生活垃圾分类

专项行动方案》，对全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建设工

作做出进一步部署。在学府街道天大新园村小区、

体育中心街道奥翔园小区、华苑街道日华里小区以

及鼓楼街道煦园新居小区推行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１２月份增加万兴街道云居公寓、水上公园街道观景

里小区等１０个试点点位， 将试点小区规模扩大到

１２月２１日，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小手拉大手垃圾

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动现场（区市容园林委提供）

１４个。印制《南开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指导手册》３

万册，宣传海报１０００余张，宣传条幅和展牌１００余

块，开通“南开区垃圾分类”微信公众号，开展“小手

拉大手垃圾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活

动，以寓教于乐形式培养学生儿童垃圾分类意识，

用孩子带动更多的家庭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

营造垃圾分类宣传氛围。

【环卫设施设备】　招标购置１３部对接车、４部桶装

垃圾车、３部装载机及５部餐厨垃圾车，报废９４部

车辆。修缮莲安里融盐站等环卫基础设施，提升改

造荣迁转运站，完成设备安装和调试，保障垃圾中

转顺畅。完成餐厨垃圾渗滤液处理场地的基础设

施改造及设备安装调试并进入试运行阶段，减轻渗

滤液造成环境污染和对生活垃圾转运、处置工作造

成影响，达到生活垃圾减量化目的。

【公厕革命】　以“公厕革命”为主线，改善群众如厕

环境，落实新建、提升改造公厕的民心工程，完成园

荫里公厕、南苑公园公厕、锦园里公厕等１０座公厕

提升改造任务，更换门窗、便器、隔断板、灯具及无

障碍残疾人间设施，增加下排风、除臭设施、消防灭

火器，改造下排水管道等施工项目。完成７座精品

公厕建设，兼顾除臭、环保、节水，利用新型材料涂

装与周边旅游环境相契合，体现人文、美景等文化

内容。

【环卫执法管理】　强化环卫执法痕迹管理，明确管

理职责，建立岗勤巡查制，保持常态化管理。落实

渣土综合治理工作相关安排，制订《南开区渣土治

理工作方案》，成立南开区渣土综合管理办公室，建立

区渣土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理顺全区各相关单位

渣土治理工作职责，推动渣土治理工作开展。加大对

难点户管理和对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力度，提高综合执

法能力，出动执法人员２．８１万余人次，对辖区内７１０４

家企业进行检查，下达限期责令改正决定３４件；下达

处罚决定２０件，处罚金额４７６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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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检考核】　按照打造城市客厅示范区和新的考

核标准，完善质检考核办法。加强质检数据统计和

分析，将薄弱环节纳入质检常态化。发挥数字管理

平台优势，加强数据库建设，缩短解决问题时间。

加强对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和迎检工作的协调组

织，强化措施，质检巡查组巡查反馈环卫管理作业

问题７１０８个，全部整改完毕，促进区环卫作业质量

提升，在全市环卫专业考评中获市联查环卫专项检

查第一名９次、第二名３次，在“以克论净”专项考

核中取得第一名１２次。

【作业安全管理】　召开安全生产专题会议６次，进

行安全生产阶段性工作部署，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书》１８份。组织市容园林委机关及下属各单位安全

干部和有限空间作业人员５０人参加有限空间作业

培训，培训人员均取得相关作业资格证。以单位内

部自查与领导带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出动检查３８６人次，排查出安全隐患

３６９处，全部整改完毕。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安全

生产检查，完成对１３０余处班点初查与复查，检查出

隐患４３６处，全部整改完毕，实现全年安全生产无

事故。

（王俊新）

城管执法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综合执法局以提升市容管理整

体水平和不断满足群众对城市管理的新期待为工

作目标，履行工作职责。组织配合各街道办事处和

街道执法大队开展道路秩序保障工作，通过电台提

示、案件督办通知书形式督促相关部门限期整改和

回复。全年发出督办、转办单 ５７０份，涉及点位

１７０７个，回复率１００％。其中，落实上级督办转办单

３０７份，涉及点位１０３２个；日常巡查发出各类督办

单２６３份，涉及点位６７５个全年接待来电来访１４５

人次，满意率 ９２％。处理智慧信访系统信访件 １９

个，回复率１００％。

【道路环境秩序治理】　４月始，每周不定期组织开

展夜间集中清理专项行动，对广开街西南角地铁站

周边地区，万兴街三潭路、西湖道沿线、万德庄地

区，王顶堤街园荫道、迎风道、林苑道沿线，嘉陵道

街密云路沿线，鼓楼街鼓楼地区等创文工作重点、

难点点位采取不间断治理，清理时长１８０余小时，治

理点位２５３个。专项行动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办事，

坚持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对屡教不改行为进行取

缔和打击。全年开展行动 ３６次，出动执法人员

１４５０人次、执法车辆 ３５６辆次，雇用运输车辆 ２０５

辆次，雇用工人４５０人次，教育宣讲２０００余次，治理

和规范占路经营摊贩３７５余处、马路餐桌和露天烧

烤２４７余处，暂扣机动车１２辆、机动三轮车２１６辆、

人力三轮车１３４辆、烧烤炉具１７个、桌椅移动货架

等１５００余个、经营工具及物品９００余车，行政处罚

９４件，处罚金额７．５万元。

【违法建筑拆除及立面治理】　组织协调各职能部

门和街道办事处加大治理违法建筑力度，加强相

关信息数据统计报送及宣传报道工作，对各街道

拆违工作进行分析、指导、督促，全年治理存量违

法建设２３９２３处、３０１０７间、建筑面积 ５５．１８万平

方米，占区存量违法建设７４．８４％。拆除非在册存

量违法建设５１０处、７８４间、１．６０万平方米。加大

全区户外广告设施巡查和治理力度，对未经行政

许可和行政许可过期的楼顶广告、楼顶单体字和

标识，予以拆除。拆除各类违法户外广告设施

１５００处、３６１８．０３平方米。其中，刀牌８４处、张贴

画 ４２６处、布标 ４９处、墙体广告 ９２处、拱门气球

２７处、灯箱２１８处、窗贴６处、小广告３１１处、牌匾

标识 １３５处、ＬＥＤ灯 ３７处、违章棚亭 ４２处、广告

牌１１处、实物造型２处、单体字１５处、墙体涂鸦４

处、花篮１８处、信息牌２１处。

【道路秩序巡查督办】　建立道路巡查机制、问题反

馈沟通机制、督查问责机制，每天派出８个巡查组，

从６：３０至２２：００，巡查各街域道路环境秩序、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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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建立问题台账，通过创文、创卫２个微信平台

通报属地街道大队。对于未治理问题及时下达督

办单，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复核，直到违章问题取缔，

并每日向各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公布治理排名情况。

建立全区一、二级道路问题台账，发现占路摆卖等

市容环境问题８８３处，经区综合执法局巡查组复核，

７日内未复发确已治理的问题点位４５１处，未出现

相关督查报告和问责情况。

【重大活动保障】　协调配合各街道办事处和街道

执法大队开展全区主干道路以及古文化街、鼓楼商

业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地区、水上公园地区等重

点地区周边道路秩序保障工作。全年组织协调完

成元宵节、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中国足球

超级联赛开幕式、市第十四届运动会开闭幕式、中

俄青少年冰球友谊赛等一系列重大保障任务２０余

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０００余人次、执法车辆３００辆次，

规范整治乱摆乱卖、乱挂乱吊、乱堆乱放等各类违

法行为５００余处。

【“百日会战”专项整治与专项治理】　成立综合执

法系统“百日会战”专项整治指挥部，抽调各街道综

合执法精干力量，组成 “百日会战”联合执法队伍，

对全区主干道路、次支道路、里巷道路及背街小巷、

居民小区和城郊接合部等地区的占路经营行为进

行集中整治。其间，出动执法人员３３６０余人次、执

法车辆８４０余辆次。暂扣早餐车等占路经营营运车

辆２１辆，货架、电子秤、冰柜等占道经营工具４０余

台（个），乳制品杂货等占道经营物品１２７箱（个），

处罚金额１．６８万元。联合交管部门开展废弃机动

车专项治理，出动执法人员４０余人次，清理废旧机

动车９辆。出动执法人员３０余人与区安监局、消防

南开支队等部门组成五金城安全隐患集中排查领

导小组，对无逃生窗的栅栏、未经审批的风斗、户外

广告和门前堆物、过期灭火器、私拉乱接电气线路、

夜间住人、建筑内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瓶及电动车

充电、屋内货物堵塞通道等１００余处问题进行排查

和规范整治。

【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治理】　对接共享营运单车企

业，结合运营企业具体需求和区内实际情况，研究

制定全区重点点位、重点道路具体停车泊位施划计

划，联合交管部门对停车泊位进行勘测和施划，组

织开展共享单车停放秩序集中治理行动，健全完善

沟通协调长效管理机制，在黄河道、长江道、红旗路

等主干道及区政府周边、水上公园地区、西南角地

铁站、迎水道地铁站等区域施划共享单车停车泊位

１２００余块，基本覆盖区内主干道、地铁站、学校、商

圈以及文化旅游区等重点地区。年内开展共享单

车停放秩序专项治理行动１０余次，累计时长４０余

天，清理乱停乱放、占绿毁绿等违反停车管理秩序

的共享单车２万余辆。

【执法培训指导】　定期邀请专家学者举办专题讲

座，组织执法人员到北京市朝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监察局观摩学习，推动落实区综合执法系统

“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见２２２页注释６５）。实行行

政执法监督平台职权清单动态管理，提升执法人员

行使法律法规的业务水平和执法能力。结合爱国

卫生月、创文创卫、安全、消防等主题活动，开展相

关法律法规宣传。全年开展专题培训３次，培训人

员１７８人次，组织现场执法观摩１次，开展法制宣传

活动５次，发放宣传材料２９００余份，现场接受群众

咨询５４人次。完成执法人员基础信息数据更新３６

人次，执法检查数据上报２１６３件，行政处罚数据上

报１５件，罚款２．５７万元，履职率１００％。

（邢清军）

环境保护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环保局落实“１＋５污染防治体

系”（见２２２页注释６６），推进大气、水、土壤等各项

污染防治工作，区内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５．７０排名全市第三，改善率９．８％综合排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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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全市第七。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污染指数１．７５

排名全市第六，改善率２９．０５％排名全市第十；出入

境浓度比值０．８３排名全市第七，综合排名全市第

六。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昼间 ５３．２分贝、夜间

４３４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昼间６６．１分贝、夜

间６４．０分贝。加强“五控”措施，推进大气污染防

治，完成计划内低氮改造任务，涉及１２座供热站４３

台锅炉，规模１３９５蒸吨／时。在卫津路与双峰道交

口处安装过滤终端设备，对盲肠段水质进行过滤与

净化。在四化河支流———仁爱河建立中水补水设

施，解决连续暴雨排沥、污水无法置换“黑臭”问题。

全区１３个加油站、５１个地下油罐全部完成改造。

出动执法人员２９８２人次，检查点位１３２１户次，完成

监督性监测１２７户次，执法监测４０４户次，获取监测

数据９９９１个。处理环境信访投诉５０１９件，立案６０

个，下达处罚决定５６件，罚款金额９２．２９万元，下达

“黄牌”警示１１个，按要求网上公开。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成立区第二次污染源

普查工作办公室，组织召开３次污染源普查相关工

作部署会议，选聘普查指导员２名、普查员２４名，为

普查员与普查指导员开展技术培训４期，编制工作

简报２１期。区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办公室经审核，编

制形成普查对象信息清查底册２３００余条。３—６月

开展污染源普查清查阶段工作，经拉网式全面排

查，确定１５１家工业源、２３家单位的生活源锅炉纳

入污染源普查范围，编制形成清查名录库。８—１２

月开展普查入户调查数据采集和数据质量核查，完

成１５１家工业源、１３家移动源、１７１个生活源的数据

采集，形成区污染源普查数据库。

【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　开展控煤、控尘、控

机动车尾气排放、控工业企业污染、推进精细化管

理五方面工作。持续开展生活散煤和商业散煤排

查，巩固散煤治理成果；严控各类施工扬尘，严格落

实“六个１００％控尘措施 ＋两个强化措施”（见２２２

页注释６７），加大执法处罚力度，形成系列长效机

制；利用机动车固定式门站设备，对重点区域车辆

尾气排放情况进行遥感监测，对在重点区域过往的

中重型柴油车进行尾气拦检，对市内及外埠号牌高

排放（原国Ⅰ、国Ⅱ标准）轻型汽油车工作日限行；

治理工业企业污染，排查和整治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企业，开展燃气锅炉低氮改造及餐饮油烟治理。依

托区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监控平台开展工作，及时

处置平台案件，继续开展清新空气行动考核工作，

严格考核过程，各街道环境空气质量在《天津日

报·南开时讯》专版公示。

【大气环境质量】　对降尘、硫酸盐化速率实施月监

测，获取监测数据１６６个。对污染源锅炉监测，获取

数据 ８２个。年内全区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５７０，排名全市第三、市内六区第二。综合指数改善

率９．８％，排名全市第十二、市内六区第五。按照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和综合指数改善率各占５０％权重

统计，排名全市第七、市内六区第五，环境空气质量

持续改善。

【声环境质量】　完成区域环境噪声３９个点位网格

监测和３５个点位道路交通噪声监测，完成四类功能

区噪声的每季度连续２４小时监测，对２３个复测安

静小区进行２４小时噪声监测，获取监测数据６８３７

个。对污染源噪声监测，获取监测数据５１６个。全

年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昼间５３．２分贝、夜间４３．４

分贝，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昼间 ６６．１分贝、夜间

６４．０分贝。

【水环境质量】　对区内河流、湖泊水质实施月监

测，获取监测数据１９６５个。对污染源污水监测，获

取数据 ４２５个。地表水环境质量综合污染指数

１７５，排名全市第六、市内六区第三。６个考核断面

达到年度水质目标，达标率８６％。Ⅰ ～Ⅲ类水质断

面４个（海河三岔口、南运河井冈山桥、津河八里

台、津河西营门桥），占５７．１％；Ⅳ～Ⅴ类水质断面１

个（四化河凌奥桥），占１４．３％；劣Ⅴ类水质断面２

０３１



　城市建设与管理

个（卫津河七里台、陈台子河华苑西路桥），占２８．６％。

【土壤污染治理与生态红线】　组织开展土壤污染重

点行业企业调查核实工作，完成企业调查及信息采集

３６家。监督凌庄子道（女子监狱）和红旗南路（规划院

科研楼）两个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评估结

果为可开发利用。严格将环境调查与风险评估结果作

为用地申报前置要件，不合格的不予申报用地。

【环境监察】　组织开展各类环境执法检查。开展

涉水污染物排放单位执法检查，对７３家单位污水进

行取样监测，确保达标排放。开展供热锅炉专项执

法检查，在供暖期开始和结束节点，监督性监测供

热企业２１家。开展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专

项执法检查，对全市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中涉及南开

区的１２家单位通过网站、宣传栏、显示屏等方式对

社会公开信息。开展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专

项检查，对４家企业工业污染源进行调查评估。开

展建筑施工场所噪声污染执法检查１３４家，防止施

工噪声扰民。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执法检查５３

次，主要行业为汽车维修和包装装潢印刷，督促企

业加强对挥发性有机物收集和处理，确保污染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督促各街道办事

处落实油烟废气治理属地责任，配合开展餐饮油烟

治理执法检查４９５次。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２９８２人

次，检查点位１３２１户次。处理环境信访投诉５０１９

件。其中，便民服务热线电话处理３０９１件、环保部

微信举报平台受理２０４件、环保部１２３６９信访举报

平台受理６０件、天津市突出环境问题督办单受理

２２９件、电话举报１３５０件、其他渠道受理８５件。完

成办理并回复政协委员提案３件。

【环境法制建设】　举办环境法制培训５次。全年

立案６０件，结案５４件，申请法院强制执行２件，组

织听证案件２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５６个，罚款金

额９２．２９万元，下达“黄牌”警示１１个，相关文书按

要求网上公开。继续推进环境保护突出问题整改落

实，办理市整改办转办群众信访举报问题２２９件，办

结率１００％，另办理不满意件２８件。１２月２８日，区

整改办召开环境类执法工作培训会，面向各街道综合

执法、城管科、法制科和环保办相关负责人，就区环境

类问题的执法依据和案件办理要求进行培训。

【环境宣传】　组织和参与生态文明主题绘画比赛、

全国科技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环保课堂进小学、

“我是小小环保局长”、“４·２２”世界地球日、国际臭

氧层日、全国科普日、低碳环保、双创攻坚、“１２·４”

国家宪法日等宣传活动５２６次，其中环保课堂５１３

次。“６·５”环境日在水上公园承办天津市纪念

“六·五”环境日暨津沽环保行宣传活动、环境教育

宣传周、环境文化节、环保嘉年华活动。天津师范

大学南开附属小学被命名为“天津市绿色学校”，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被命名为“天津市环

境教育示范基地”，南开科技实验小学王钰琦获“小

小环保局长”称号、刘嬿获最佳指导教师奖。

９月２０日，区环保局联合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在天津

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开展“保护臭氧层 安享美好阳光”主

题环保课堂宣传活动（区环保局提供）

（闫　寒）

公共事业

·供 　电·

【概况】　国网天津城西供电公司承担南开、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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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三个行政区域输电、配电网络的建设、运行维

护和电力供应与销售等业务工作。该公司供电面

积６１４平方千米，供电服务人口２７２万人，营业区内

有电力用户１１６万户，通电率１００％。其中，居民用

户１０９．６１万户、低压非居民用户５．６２万户，１０千

伏用户７５３２户、３５千伏以上用户１６０户、１１０千伏

以上用户２０户、２２０千伏以上用户４户。供电辖区

内有营业网点１３个，其中城市地区营业网点３个。

【安全生产】　城西电网全年安全平稳运行，未发生

重要设备损坏事故、电网大面积停电事故及重要用

户恶性停电事故。年内，区电网达到６５万千瓦历史

最高负荷，比上年增长３．４％。开展迎峰度夏和防

汛工作，应对台风“安比”影响，对抗暴雨袭击，确保

电网安全平稳度夏。加强“煤改电”区域等涉电供

暖设备运行维护管理，累计配备抢修人员４０人，巡

视人员５６人，发电车１台，保障百姓温暖度冬。完

成全国“两会”、上合峰会、市第十四届运动会等４２

项重大活动保电任务。

【电网建设】　加大南开区电网投资力度，全年电网

建设投资３．３５亿元。成立“１００１工程”（见２２２页

注释６８）领导小组，建立常态沟通合作机制，加快重

点工程建设进度。结合区域开发滚动修编电网规

划，保障西区、天拖、迎水道等重点区域用电需求。

红旗路重建、迎水道、年丰路、密云路扩建等８个项

目完成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

【供电服务】　在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中，全市以南

开区用电报装情况为样本抽取数据，其指标排名全

国第四。开展“双访双进”（见２２２页注释６９）活动，

走访区政府、委办局及重点企业，对接区域发展和

企业用电需求。配合市发改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

价８．５６分／千瓦时，降幅１０．１８％，降低区企业用电

成本４２７６．９５万元。增加配网投资，提升供电能力，

将４００伏供电容量由１００千瓦扩大至１６０千瓦，同

时低压供电到红线，实现低压接电“零成本”（见２２２

页注释７０），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发展。在南开翔宇

国际学校改扩建项目中，用时３天完成接电，节约用

户投资３０万元。开展转供电加价核查，降低企业成

本。创新服务模式，选派营业人员进驻区行政许可

服务大厅受理业务。

（王　蔚）

·供 　热·

【概况】　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设供

热中心３个，承担辖区内居民生活和公建单位生产

供热任务。总供热面积１１１８．２万平方米，其中居民

７６２．２万平方米、公建和底商３５６万平方米。用热

户１５万余户，其中居民约１４．１７万户、公建和底商

９１００户。有燃气供热站９座、燃气供热锅炉３６台、

换热站 ２１６座，新能源站 １座。年度采暖费收入

２５８亿元（按供热年度计算），收费率９６．１８％。年

内完成国有企业混改，通过合资新设成立宏源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实

现政企分离。该公司以“诚信服务，温暖万家”为宗

旨，开展“访民问暖”系列活动，年内走访２７６个小

区，入户调查１８４３件，针对貌川里、川北里等８个群

众反映强烈的小区进行测温督查，为确保辖区内群

众“按期、达标、安全、清洁、优质”供热提供保障。

【燃气供热锅炉低氮改造工程】　该工程被列入天

津市二十项民心工程，通过更换锅炉燃烧器，增加

空气预热器、ＦＧＲ等设备，提高锅炉燃烧效率，可

将燃气锅炉氮氧化物排放降至８０毫克以下，部分

可降至３０毫克以下。年内全区完成低氮改造供

热站１１座，改造燃气锅炉４６台１６０５蒸吨。其中，

宏源热力公司完成改造供热站 ８座，改造燃气锅

炉３２台９７５蒸吨。燃气供热锅炉低氮改造工程项

目于３月召开首期推动会，完成方案论证、立项、

招标及设备安装施工，于１０月２５日全部完成并进

入调试阶段，参与改造供热站按统一要求于１１月

１日实现达标供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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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供热办与宏源热力公司改革】　完成事业单位

分类改革工作，区供热办职能划转至区建委，原２１

名事业编人员进行分类调整，其中６人转为宏源公

司企业职工，１５人调转至区建委继续负责区供热办

工作，实现政企分离。宏源热力公司完成国有企业

混合所有制改革任务，年内与民营企业天津鼎金新

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宏源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区内第一家混改企业。宏

源新能源公司管理范围内古文化街站、金轩商贸中

心站正式投入运行使用，供热面积共计９．８３万平方

米，制冷面积共计７．９８万平方米，服务范围涵盖周

边３２８６户居民和商户。

（魏玉铮）

·邮 　政·

【概况】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天津市南开区分公司

位于东马路６６～６８号，下属邮政支局９个，代理金

融网点２２个，邮政代办点２个，网点４１个，服务面

积４０．６３６平方千米，服务人口近１１５万人。经办国

内和国际邮件寄递、报刊及图书等出版物发行、邮

票发行、邮政汇兑、机要通信、邮政金融、邮政速递、

邮政物流、电子商务及各类邮政代理等业务百余

种。２０１８年，围绕经营中心工作，拓展邮政服务项

目，方便百姓用邮，实现邮政业务收入１．３２亿元。

【“临时邮局”服务展会】　设立“临时邮局”服务

点，为春秋两季钓具产业博览会提供邮政服务，满

足全国各地采购商寄递需求。制定服务方案，对邮

寄服务、邮件运送、资金安全等工作进行部署，组织

下属邮政支局进驻，服务参展客商。

【承办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活动】　３

月２５日，承办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举办“毕生华

章 万古流芳———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暨

《海棠花》特种邮票首发活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

会、市委市政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市交通运输

委、中国集邮总公司、邮政天津市分公司、南开区委

区政府等单位领导参加活动，为《海棠花》特种邮

票、纪念邮册、纪念封揭幕。活动当日，首发各类

《海棠花》题材的集邮产品并为市民免费加盖周恩

来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邮资机戳。

【“爱心包裹”公益活动】　９月７日，天津市“不忘

初心 与爱同行 爱心包裹公益活动”在南开区鼓楼

街启动。该活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与中国妇女发

展基金会发起，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通力合作，为

社会爱心人士提供捐助贫困小学生、贫困母亲的便

捷通道。邮政南开区分公司策划公益活动启动仪

式方案，邀请区妇联、鼓楼街道工委、兴南街道工

委、广开街道工委等单位共同承办，通过发动社会

各界以“一对一”捐购爱心包裹的形式，弘扬“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慈善文化，引导公众关注贫

困儿童、贫苦母亲，关爱社会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安

宁和谐。

【《大龙》邮票专题集邮文化展】　７月２５日，邮政

南开区分公司联合海河广场社区共同举办《大龙》

邮票专题集邮文化展活动。以“龙行华夏 国脉传

承———大龙邮票诞生１４０周年”为主题，加强政企

合作，推进集邮文化进社区，培育和发展少年集邮

客群，优化调整客群结构。该活动开设南开邮协馆

藏邮品展览，为期三天，共展示近４０年珍藏的纪念

封、首日封、极限片、名信片等珍贵集函产品。现场

播放《大龙》邮票发行１４０周年专题片、讲授集邮收

藏知识、展售《大龙》邮票系列邮品及《老票》系列

珍邮。

【与区妇联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４月２３日，

南开邮政分公司与南开区妇联合会、学府街西南

二社区、草帽众创空间在西南二社区签署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共同推动妇女开展“双创”工作、打造

综合便民服务平台、推进邮政服务进社区等方面

工作进展。以共同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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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点，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围绕区

妇联全年重点工作，结合邮政公司的品牌、网络资

源及业务优势，合力提升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

能力，助力民生服务工作向多元化、多渠道探索

发展。

【“津门故里”邮政文化亭】　９月８日，“津门故里”

邮政文化亭在古文化街北门入口处揭牌。该邮政

文化亭是天津首家落户ＡＡＡＡＡ级景区的邮政服务

机构，以展卖津卫题材邮品、纪念品、文创产品为

主。著名书画家范曾为文化亭题字，著名民俗画家

王树明设计绘制古文化街十景手绘明信片，市集邮

与文化传媒部设计古文化街纪念邮折、纪念邮资

机戳。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百场集邮巡展活动】　９月

２８日，区政府启动以“不忘初心·筑梦南开”为主题

的百场集邮巡回展览活动。该活动由天津邮政博

物馆、南开邮政分公司、区妇女联合会、南开集邮协

会联合主办，以集邮文化与历史变迁的深度融合为

主线，展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该活动展出党

建等题材展品２５框４００余片。

（赵西子）

４３１



财　　政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４３１７亿

元，完成区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批准

调整收入预算 ４１２亿元的 １０４８％，比上年下降

８３％。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２４７３亿

元、上年结余 ０６２亿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７４９亿元，减去体制上解和专项上解９８６亿元、安

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１９７亿元，一般公共预算财力

６４１８亿元。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６３６８亿元，

完成区人大常委会批准调整支出预算６１８４亿元的

１０３０％。年末结余０５亿元，包括结转项目资金

和市转移支付资金。成立区税源建设办公室，开

展税源建设。落实“双万双服”活动部署，开启服

务企业新模式。设立１亿元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企

业发展，为 ３８家企业兑现扶持资金 ９６４２万元。

发挥财政杠杆作用，统筹组织收入。科学安排财

政资金，保障民计民生需求。集中力量建设启航

湾创新产业区，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深化预算

执行改革，提高财政管理水平，推进预决算公开，

提升财政透明度。规范收支行为，强化预算约束，

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加强财政性投资的基建

项目审核和评价等工作，创新管理机制模式，提高

政府采购管理水平，严格执行银行账户的审批管

理工作，开展业务培训与交流，提高财务人员素质

能力。严格政府债务管理，开展政府隐性债务摸

底排查。

【财政收入】　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４３１７

亿元，比上年减少３９３亿元，下降８３％。其中，区

级增值税 ９１６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８４亿元，增长

１０１％；区级企业所得税 ５４５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９７亿元，增长 ２１７％；区级个人所得税 ２７８亿

元，比上年增加０３４亿元，增长１３９％；区级土地

增值税 ４１７亿元，比上年增加 ０９９亿元，增长

３１３％；契税８０６亿元，比上年减少６３６亿元，下

降４４１％；非税收入４４８亿元，比上年减少０６２亿

元，下降１２１％。

【财政支出】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６３６８

亿元，完成区人大常委会批准调整支出预算６１８４

亿元的１０３０％，比上年下降１５５％。其中区本级

支出５２２０亿元，市转移支付支出１１４８亿元。各

类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５８５亿元，公共安全

支出５７７亿元，教育支出１５５０亿元，科学技术支

出１４０亿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０５９亿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１８７５亿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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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６４９亿元，节能环保支出０３０亿元，城乡社区

支出７０９亿元，农林水支出００１亿元，资源勘探信

息等支出０８０亿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００７亿元，

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０１亿元，住房保障支出００４

亿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００５亿元，其他支出０３５

亿元，债务付息支出０５２亿元。

【税源建设】　成立区税源建设办公室，开展税源建

设。赴北京召开企业政策解读会，创新工场等有投

资意向的２３家企业代表参加会议。组织召开政企

对接会，现场为北京来津注册企业提供服务。在北

京成立南开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企业办公室，不

断挖掘资源，实现服务前置。成功引进微云任务供

应链、九尾科技等２０家企业，纳税１４亿元。聘请

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深入研究南开资源优势，为促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献计献策。赴长江三角洲地区

走访上海阳光控股等１１家企业和２个特色产业基

地，坚持“一企一策”，扩大合作、共谋发展。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投入４．３亿元用于国家卫

生城区建设，支持绿化、市政提升改造，背街里巷立

面整治，菜市场提升改造，社区环境综合整治等项

目。投入２６７９万元用于全国文明城区建设，支持创

文宣传、志愿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提升。投入

４７００余万元用于改善生态环境，支持加快实施大

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和散煤治理、供热低氮改

造、河道清淤等项目。设立３０００万元安全生产专项

资金，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为平安南开建设

提供经费保障。

【社会保障经费】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落实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对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课程改革予以

保障。投入经费保障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

准建设工程，支持第二十五中学、第四十三中学、五

马路小学、区少年宫改扩建工程。投入经费完善社

会保障网络，支持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

支持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巩固强化公共卫生服

务。投入经费支持社会救助、抚恤安置和社会福利

工作。以南开区获批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地区为契机，加大投入，争取中央和市级支

持，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

【预算管理】　按照“公开、透明、规范、完整”要求，

明确预算编制标准，及时批复各部门预决算，公开

５８家非涉密单位２０１８年预算情况及６６家非涉密

单位２０１７年决算情况，严格公开时间，主动接受人

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财政资金管理】　申请２０１８年新增政府债券 １２

亿元，主要用于远年小区改造及棚户区改造项目，

及时拨付到位。收回２０１６年一般债券５．８亿元，按

照债券资金使用要求，重新分配使用。明确债务风

险化解目标，制定政府债务台帐，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责任人和化解限期。摸底全区行政事业单位及

部分国有企业共３２９家单位资产及债务情况，对经

单位确认的政府隐性债务制定具体化债方案，防范

和化解债务风险。加强债务资金监管审计，多维度

预研预判风险，将政府性债务管理纳入领导干部经

济责任审计范围。

【预算绩效管理】　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强化预

算绩效意识，将年初预算４６８个项目资金全部纳入

预算绩效管理。举办５次预算绩效管理培训，邀请

北京预算绩效管理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将预算单

位整体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全区２０１８年度绩效考评

共性指标考核体系。对创文、创卫和涉及民计民生

的１０个项目４．５７亿元进行重点评价。聘请第三方

机构对全区５９家一级预算单位整体绩效目标进行

梳理。探索预算绩效信息化管理，自主研发南开预

算绩效管理平台软件。

【政府采购】　健全政府采购管理工作多项制度，加

强内部管控。对区内各预算单位２０１７年实施的政

府采购项目进行专项检查，开展２０１８年政府集中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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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 税务

购机构、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考核工作，促进采

购质量提高。优化政府采购监管工作流程，妥善处

理投诉举报内容，提供高效服务。协助预算单位完

成３８３项采购任务，节约资金３１０万元，平均节约率

５．８９％。

【基建项目审核管理】　成立南开区财政投资评审

中心，建立健全评审制度，加强财政性建设资金管

理流程规范，节约工程建设成本，提高财政性资金

使用效益。完成创卫市容整治、市容环境提升改

造、教育系统维修改造、市政配套改造等１２５个项目

评审，送审金额８．３８亿元，审减金额９３１０万元，审

减率１１．１１％。

【会计管理】　发挥财政部门监督管理职能，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实施意

见》，严格控制并进一步规范预算单位开立、变更、

撤销银行账户。建立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系统，

实现账户管理规范化和信息化，防范资金存放安全

风险和廉政风险。开展区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清

理工作，强化财政资金和公共资金监管，实现银行

账户的精简、高效、归口管理。

（唐雪晴）

税　　务

【概况】　７月５日，按照国务院《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方案》部署，在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机

构改革工作小组的领导、统筹、协调下，由原南开区

国家税务局、南开区地方税务局合并成立国家税务

总局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局。内设３０个部门，人员

５２５人，负责区内３万余户企业和２．３万余户个体

工商户税收征管。全年组织税收收入８０亿元，其中

区级收入４２．５亿元。

【税源管理】　对原国税、地税１０万余条金税三期

系统数据进行全量数据比对，将原国税、地税各５万

余户调整到 ９个税务所、１６７名税管员。筛选 ４４６

户企业为重点税源企业，依托税务系统直报平台采

集数据，用监控管理软件（ＴＲＡＳ）进行审核，剖析税

源结构分布和税收组成状况，分析预测税收运行态

势，准确率９６％。全年重点税源收入５６亿元。

【日常管理】　建立涉税信息传递制度，实施源泉控

管等手段，实现小税种大管理。年内，房产税、土地

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等９个税种入库

税款超过２０亿元。与水务、环保等部门建立联席会

议机制，制定舆情监测分析和应急处置预案，水资

源税、环保税分别新增税收２４．０３万元和３２０．８９万

元。制定《增值税发票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完善风

险防控各项具体工作规范，落实《全国税务机关出

口退（免）税工作规范（２．０版）》，加强出口退（免）

审核工作，落实无纸化管理，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

年办理出口退税６．６５亿元，实际调库１．４０亿元，开

具代理出口证明等单证９８８４份。

【征管改革】　制订《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工作

方案》，划转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征管职责，根据

征缴系统中存量缴费单位与税务登记信息开展比

对核查，召开专题推动会向区政府分管领导和相关

单位汇报，制订规划和应急预案。与区人社局、社

保南开分中心等成立联合小组，开展评估工作体

量、对接街道劳动服务保障中心、系统测试等工作。

派专人到社保南开分中心和各街道劳动服务保障

中心了解参保登记、各险种征缴政策及征缴流程以

及经办个人社保登记缴费情况。区内社保活跃缴

费单位１．０８万户，灵活就业缴费人员４．０５万人，城

乡居民缴费人员２２．１万人，形成社保费源清册。成

立个人所得税税制改革领导小组，集中相关部门，

组织窗口人员、“１２３６６”纳税服务热线人员以及重

点岗位人员培训２０次；对纳税人组织大规模集中培

训３９场，对１６０户在１月６日前发放工资的单位进

行反复宣讲；为区四大机关领导班子、公检法系统、

其他财政统发单位、高校等重点群体，开展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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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１００余次。１２月末，区内３８３４户有税单位个

人所得税培训全部落实到位。

【优化营商环境】　推进自助办税服务，设立网上办

税体验区，并制作办税流程展板及视频，通过网站

登录、风险识别、网上提交、在线受理、系统对接等

流程，为纳税人提供快捷服务渠道。贯彻注销清税

“套餐式”服务举措，制定《税务注销办理规范（试

行）》《新办纳税人“套餐式”服务管理办法》。推出

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见２２２页注释７１），推

行“网上申请、自动处理、集中分拣、限时配送”新模

式，落实“一厅通办（见２２２页注释７２）”要求，提高

办事效率。落实优惠政策，借助税企微信群、服务

厅电子显示屏等媒介扩大宣传范围，完善备案检查

机制，房产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９个税种

共减免税款近３．９亿元。落实增值税税率降低和一

般纳税人转小规模纳税人优惠政策。在税负完全

转嫁下，惠及减税企业７６３９户；在税负不完全转嫁

下，惠及减税企业７６２０户。落实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对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加计扣除研发费用，

对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

（王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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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改革

【概况】　２０１８年，地区生产总值实现８８３亿元，比

上年增长６％；服务业增加值实现８３７．６亿元，比上

年增长７．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１３４．８１亿元，比

上年下降２４．９％。区发改委牵头分析经济发展运

行情况，每季度组织召开经济运行分析会，会同各

经济部门研究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完成

情况，分析经济运行情况，研判增长态势，提出对策

建议。南开区高质量发展指标综合排名连续四个

季度位列全市第一。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

组建２９个工作组，会同３９个职能部门对企业开展帮

扶，到１０２６家企业开展服务。统筹推动服务业重点

项目建设和引导资金项目管理。推进全区促进高端

产业发展政策落地见效。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健全取缔“地条钢长效机制”。积极融入京津冀

协同发展，建立中粮广场等６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

基地。开展粮食应急供应网点检查，完成粮食供需平

衡调查。履行价格监管职责，完善收费管理，落实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固定资产投资】　区发改委与各部门配合，每月召

开协调会，预测和调度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实现全

区重点投资项目科学统筹和有序推进。全年区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完成１３４．８１亿元，投资总量连续十

二个月位于中心城区首位。

【京津冀协同发展】　落实国家发展战略，出台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要点》，把加大

北京企业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点。在京召开８场主

题招商推介会，引进北京企业１９０家，位居全市第

二，累计注册金额超 １２．４亿元。建立“常态化走

访、首问负责、多部门联合协作”三项长效服务机

制，南开区京津冀协同发展服务企业办公室在北京

中关村正式揭牌运行。建立中粮广场等６家京津冀

协同发展示范基地，全力打造南开区“京津冀协同

发展产业带”。协助北京企业对接区域优质商务载

体资源，累计盘活鼎福大厦等商务载体面积２０万余

平方米。逐步建立京津冀人才一体化推进机制，先

后两年选派１９名优秀青年干部赴京挂职锻炼。

【服务业结构优化】　年内，区域服务业继续快速发

展，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实现８３７．６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２％，增速排名全市第四。服务业占全区地区生产

总值比重９３．８％，比重排名全市第四。服务业各行

业中，科技、文化等社会服务业继续保持良好发展，

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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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３％，比上年增长１０．１％，是地区生产总值的核 心支撑力量。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服务业各行业增加值情况表

　数值

行业　

增加值

（亿元）

增速

（％）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交通仓储邮政业 ４．７１ －５．５ ０．５３

批发和零售业 ８７．９６ １．３ ９．８５

住宿和餐饮业 ６２．６０ ３．９ ７．０１

金融业 １２４．７３ ０．２ １３．９７

房地产业 １０８．２５ １３．９ １２．１２

其他行业

（科技、商务、文化、教育等）
４４９．３４ １０．１ ５０．３１

（刘　威）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　成立区领导小组，组建

１５个区级工作组、１２个街道工作组和２个督查组，

区发改委联合３９个职能部门到１０２６家企业开展服

务。建立区街两级领导包联企业制度，走访调研

１４９家重点企业，破解企业发展难题。组建工作联

系网，召开全区政企政策对接会１４１场、政策宣讲会

１６３７次。新增４００余家限下企业纳入政企互通服

务平台，问题办理流程实现扁平化和智能化，把服

务工作月报表、包联企业情况由线下上报变为网上

直报，提高工作效率。全面开展“六个一”行动（见

２２２页注释７３），各工作组和职能部门加大工作力

度，摸排企业问题。全年通过政企互通服务平台收

集企业问题１２６２个，问题办理率９６．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落实《南开区严防“地条钢”

死灰复燃工作实施方案》，健全取缔“地条钢”长效

机制，杜绝“地条钢”死灰复燃。按照“规划引领、政

府推动、市场配置、政策聚焦、企业运营”思路，全年

盘活空置楼宇 ８．０５万平方米，完成年度任务

１５５％。健全国有资产监管制度体系，开展区属国有

企业金融领域风险排查。提升国有资产利用效率，

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深化增值税改革，降低企

业税费负担，全年为小微企业减免税额２．６２亿元。

降低能源资源成本，节约用电成本约４２７７万元。创

新发展释放活力，全区科技型中小企业４９３６家，规

模过亿科技型企业７８家。民生领域累计发放社会

救助资金和生活补贴２．１８亿元。生态环境有效改

善，ＰＭ２．５平均浓度比上年改善１４．８％，环境空气

质量综合指数５．７，位居全市前列。

【价格监测与评估】　强化网络建设，加大价格监测

力度，严格执行各项监测制度。及时掌握和分析

供求等因素对市场价格影响情况。在节假日等重

点时段，安排专人到定点市场、商品专柜，增加监测

品种、次数和报送频率。年内，价格监督工作接举

报和投诉件１８５９件，办结１８３５件，办结率９８．７１％；

接咨询件１３８件，全部办结。出动执法人员６９０６人

次，检查３０４３户次，处罚４０户。经济制裁２９７６５１４０

元，其中罚款 １９４７９２元、没收 ７１８７７．４０元、退款

３０９８２元。

【收费管理】　对区域内３１１个单位２０１７年行政事

业性及经营服务性收费情况进行汇总统计分析。

年内，新办行政事业单位经营服务性收费登记（审

核）证２２本，为２１个单位收费标准办理备案手续。

为１２个街道办事处及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制发关

于城镇垃圾处理费《收费公示告知书》。发布关于

废止非机动车停车收费管理文件的通知。落实降

低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要求，降低天津文庙博物

馆门票价格，庄王府文化传播中心施行免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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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管理与监督

【日常消费食品价格走势】　年内，对粮、油、肉、

蛋、鱼、蔬菜、水果、牛奶、汽车、新建商品房、

二手房、机动车监测费等６４种商品价格进行监测。

编辑 《南开区主要农产品价格分析》１６篇，价格

监测工作信息 ６篇，上报价格监测数据 ２３００余

品次。

２０１８年各季度农产品均价表

　　　　　　　　　　　　单位：元／５００克

品名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年均价

大白菜 ０．８３ １．４５ １．５２ ０．９０ １．１８

圆白菜 ２．４８ １．９２ ２．０６ １．６２ ２．０２

黄瓜 ４．１４ ２．４２ ３．２７ ２．９６ ３．２０

西红柿 ３．２７ ２．８５ ３．４６ ４．５４ ３．５３

圆茄子 ５．１２ ３．０８ ２．４２ ３．６０ ３．５６

青椒 ５．６９ ４．００ ３．６５ ４．２７ ４．４０

土豆 １．８６ ２．１０ １．７２ １．８５ １．８８

蒜薹 ４．２７ ３．６２ ４．４２ ５．３８ ４．４２

油菜 ３．９６ ２．５４ ３．６５ ２．４６ ３．１５

芹菜 ２．００ ２．５４ ２．７７ ２．１５ ２．３７

白萝卜 １．８８ １．５７ １．７３ １．３８ １．６４

胡萝卜 ２．０２ ２．３５ ２．００ １．９８ ２．０９

豆角 ６．６５ ４．４２ ４．６９ ５．１２ ５．２２

韭菜 ３．５８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４２ ２．８８

尖椒 ６．１５ ３．９２ ３．７３ ４．３１ ４．５３

平菇 ５．０８ ６．６９ ６．００ ４．９２ ５．６７

葱（白） １．５８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２

小西葫芦 ３．８１ ２．９２ ２．９２ ３．１２ ３．１９

大葱 ２．１４ ２．０８ ３．０４ ２．４１ ２．４２

生姜 ５．０８ ５．００ ５．０８ ５．００ ５．０４

大蒜 ４．８１ ４．３８ ４．２３ ４．２３ ４．４１

菜花 ４．７７ ４．１２ ４．６５ ２．９８ ４．１３

大冬瓜 ２．５２ ２．１５ １．３２ ２．１１ ２．０３

生菜（圆） ４．９２ ２．８５ ４．００ ３．５０ ３．８２

　

【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编制印发《关于印发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考核任务分工

方案〉的通知》，调整区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考核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充实 １３个成员单位，明确各

成员单位具体责任领导和日常联络人员。与天津

市利金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续签承储合同，按规定

保障二天市场供应量６１５吨的粮食储备规模。开

展春季、夏季、冬季安全检查和防雨防汛检查，对

储备粮数量、质量、承储库环境、设施等进行检查，

全年开展检查 ３次；委托天津津粮粮油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对成品粮储备进行质量检测，全年抽检

样本２次。与 ３８家粮食应急供应网点逐一签订

《天津市应急供应保障协议书（承诺书）》，确保粮

食应急供应网点布局合理数量达标；联合全区１２

个街道进行网点核查，全年对粮食应急供应网点

实施检查４轮１５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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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需平衡调查】　调查涉及城镇居民１００户

３１３人，居民粮油收支情况总体表现为：成品粮年人

均消费量下降，在外就餐及购买熟食次数不断增

加，居民存粮有所减少，而食用油年人均消费量有

所增长。具体为城镇居民成品口粮消费１１７１５９．７５

吨，其中成品粮消费占全年总消费量４０．７４％，在外

就餐及购买熟食占５９．２６％，全年人均消费成品粮

１０２．１千克，比上年下降４．５５％；城镇居民食用油消

费总量为１２８３２．２吨，按品种划分，花生油消费占总

量的３４．７％，大豆油消费占１８．４７％，其他油类消费

占４６．８３％。全年人均口油消费量为１１．２千克，比

上年增长１６．１８％。

（王昕宇）

国有资产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国资委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

化完成２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拟定《南

开区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管

理暂行办法》。开展２０１７年经营业绩审计评价工

作，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确定基本年薪水平，开

展绩效年薪兑现工作。启动新一轮不动产登记清

查工作，摸清行政事业单位不动产底数，督促有关

部门落实不动产出租问题整改。制定《南开区区

管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４

项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加强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

记管理，跟踪企业产权变动情况，加强企业国有资

产交易监管，严格把关企业产权转让环节。严格

执行国有资产评估相关制度，开展资产评估备案

等工作。完成区“三供一业”（见２２２页注释 ７４）

分离移交工作。

【国有企业改革】　完成２户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天津市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与天津利保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通过合资新设的混合所有制

改革方式组建天津利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天津市

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天津鼎金新能源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合资新设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方式组建天津市宏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区国资委与华彩咨询、高能资本等多家混合所有制

改革顾问公司建立联系渠道、多方洽谈，为企业创

造混合所有制改革条件。区国资委聘请专业律师

团队对２家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关键环节进

行法律审核。开展重点区属企业宣传推广工作，通

过招商手册、互联网等形式，对区属企业基本情况

进行宣传。

【薪酬制度改革】　拟定并由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

公室印发《南开区区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和

业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对企业负责人公务用车、

办公用房、培训、业务招待、国内差旅、因公临时出

国（境）、通信等方面进行规范，为企业负责人履职

所需提供工作保障和必要条件。年内，办理因工作

需要异地设立办公用房事项２件，涉及２家企业、３

位企业负责人。开展２０１７年经营业绩审计评价工

作，检查、调查企业负责人薪酬执行情况和企业在

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召开区深化区管国有企业

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审议

通过上年度考核结果及兑现方案，确定基本年薪水

平，兑现企业负责人上年度绩效年薪。启动２０１８年

经营业绩指标报送工作，形成考核指标及建议值等

相关资料。

【行政事业单位不动产监管】　启动新一轮不动产

登记清查工作，区内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按照

要求进行报送，对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做出承诺。

召开国有不动产登记清查推动会，针对进度慢、尚

未完成登记清查主体工作的单位，严明工作纪律和

要求。对不动产出租问题尚未整改落实的单位进

行工作提示和督促，要求进行阶段性工作总结、谋

划下步工作、完成整改任务。年内，接收区内部门

移交的不动产 １处；置换不动产 ２处，建筑面积

３０００余平方米；备案登记配套房２６处；为区相关部

门提供房屋资源信息２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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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监管制度建设】　拟定《南开区区管国有企业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试行办法》《南开区人民政

府关于印发南开区区属企业重大事项报告管理办

法（２０１８年修订）的通知》《南开区国资委出资人监

管权责清单》和《南开区国资监管负面清单》，并印

发企业贯彻执行。

【国有资产日常监管】　加强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

记管理，跟踪企业产权变动情况，为企业办理相关

手续，及时更新产权登记系统。按照《企业国有资

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

管，对企业产权转让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关。严格

执行国有资产评估相关制度，开展资产评估备案等

工作。对区属国有企业开展债务清查工作，跟踪企

业债务情况，做到债务风险常态化管理。起草《南

开区国资委关于区管企业降杠杆减负债实施意

见》。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召开“三供一业”推动对

接专题会议，对“三供一业”工作进行部署，开展现

场对接和政策咨询。把国企家属区的供水、供电、

供暖和物业管理职能从国有企业剥离，转由社会专

业单位实施管理。建立日报制度、定时联系制度。

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于 ９月 ２５日全部完

成，涉及２７个物业项目６７７４户。

（刘国爱）

审计监督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审计局着眼全面深化改革、促

进政策落实、规范权利运行，按照全覆盖要求，发挥

审计监督职能。全年完成审计项目３９个；审计查出

问题金额８３２９２万元，发现非金额计量问题４３个，

审计处理处罚金额２９５４万元，促进整改落实金额

２９５４万元，向纪检监察部门移送案件线索５件。出

具审计报告６２篇，提出审计建议１０１条。被采用信

息９５篇，其中《天津审计情况》采用９篇，《南开要

闻》采用１８篇，各门户网站采用１１０篇次。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审计区

２０１７年盘活空置楼宇情况，建立资料库，对楼宇盘

活情况进行动态跟踪，为服务楼宇经济发展提供数

据支撑。配合市审计局财政决算审计，对区支持企

业通过融资租赁加快装备改造升级专项资金管理

使用情况进行检查，为企业加快装备改造升级助

力。涉及３家企业，资金全部拨付到位。

【财政审计】　利用财政预算指标管理系统、财政总

预算会计系统、国库集中支付系统和政府债券管理

系统，重点审计区本级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

收入、预算指标管理使用和财政支付情况，关注区

本级财政存量资金盘活情况和政府债券转贷情况。

对审计中发现预算管理和预备费使用不规范、政府

债券资金使用效率低、往来款项清理结算不及时等

问题，提出审计建议５条，审计整改基本到位。首次

开展部门预算执行全覆盖立项审计，成立全覆盖审

计工作小组，审计涉及全区６０个一级预算单位及绝

大部分所属单位（部门）２０１７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

财政财务收支情况，持续关注专项资金、“三公”经

费（见２２３页注释７５）以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约

法三章”（见２２３页注释７６）、风险防范、扶贫领域要

求落实情况。对审计中发现的项目资金执行率偏

低、预算编制不够科学、预算编制不够精细、利息收

入在往来款核算及往来款长期挂账等问题提出审

计建议。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组织经济责任审计培训会，

编制《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重点风险防范清单》，

推行经济责任风险告知制度。按照“摸清情况、揭

示问题、分析原因、合理评价”总体思路，首次探索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全年完成经济

责任审计项目２２个，首次对２家单位开展党政同责

经济责任审计，对３家单位开展届中经济责任审计。

移送案件线索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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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６日，区审计局召开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培训会（区

审计局提供）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探索建立由审计机关主导、

产权管理部门和建设单位协同、社会审计参与的审

计监督体系。聘请中介机构对黄河医院投资情况

及天津市第六十六中学竣工决算进行审计，送审金

额１．３７亿元，核减２１２万元。

【专项资金审计】　采取现场与非现场审计相结合

方式，运用审计模型把残疾人四项补贴发放名册与

市区两级残疾人信息库信息、市低保低收入系统、

殡葬系统等大数据比对、筛选，对审计中发现的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

疾人家庭取暖补贴发放不符合条件等问题提出审

计整改建议。

【联网实时审计】　利用大数据对２０１７年度区级财

政决算、部门预算执行及残疾人四项补贴进行全覆

盖审计。区级财政决算大数据全覆盖审计，涉及区

财政局等２９个部门及部分所属单位，审计覆盖面广

泛，专项资金延伸审计至用款单位。部门预算执行

审计，运用结构分析、跟踪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

探索构建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公务卡和“三公”经

费支出等审计模型。

【内部指导审计】　制定并向全区转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南开区内部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向区属内

部审计单位转发《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

定》，组织全区单位（部门）分管财务领导及内部审

计人员培训１次１０６人。

【审计制度建设】　制定《南开区审计局关于聘请中

介机构参与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管理办法》，实

现对委托、聘请社会中介机构及专业人员参与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的全过程监管，防范投资审计风

险，规范投资审计；修改完善《南开区审计局审计业

务会议暂行办法》，规范审计内容、讨论审定事项及

会议程序；修改完善《南开区审计局审计项目操作

规程》，规范审计行为，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率，防范

审计风险；制定《审计局廉政巡察考核实施办法》

《审计局考勤制度检查实施办法》，明确廉政巡察考

核内容及考勤制度检查规定。

（马少波）

统计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统计局落实中央关于深化统计

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重大部署，提

高统计数据质量和统计服务水平，坚持开拓创新、

依法统计，坚决杜绝统计造假，抓实政企互通信息

化平台各项工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统计

保障。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根据《南开区人民政

府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成

立南开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建由

１２８８名普查指导员和调查员组成的普查队伍，成立

各级普查机构。区普查办召开各类清查培训会２２

次，培训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１０００余名。１０月３０

日，完成对全区各类法人、产业活动单位及个体经

营户清查登记工作。１２月２０—２８日，区普查办召

开面向街道、各社区普查指导员、全部统计一套表

报表单位（见２２３页注释７７）的普查登记工作培训

会１３期，培训人员１７００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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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０日至９月７日，区普查办召开各类清查培训会

２２次，累计培训１０００余名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图为培训

会现场（区统计局提供）

【年度报表与定期报表工作】　强化对街道、企业的

统计业务指导，年报培训直接到企业，培训１２场，培

训单位近１０００家，１７００余人受益。加强对数据的

审核、评估和检查工作，强化业务能力与法制意识

双提升，完成工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

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金融业１０２５家企业

年度报表和８５２家企业定期报表工作。

【统计调查】　每季度对３５４家小微企业（见２２３页

注释７８）进行抽样与问卷调查，对６０家新设立小微

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跟踪调查。完成劳动力调查

５２７０户１１６１４人；优化调整月度劳动力调查样本；

核实年度城乡划分与行政区划。完成天津市农民

工市民化动态监测调查工作，涉及区内３个街道３

个社区２２５宅基础户信息调查、４５户农民工样本户

的调查问卷采集和数据上报审核。完成２０１８年人

口变动调查入户摸底、正式登记和数据核实工作，

登记２０５１户５４３９人。

【统计服务】　围绕区域发展特点，到各行业重点企

事业单位调研，开展各类统计调研１４２次，掌握区企

事业单位发展状况。研究新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统

计监测体系，发挥统计特有的导向作用，根据年度

发展目标，捕捉经济运行趋势性、苗头性问题，开展

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全年撰写统计分析和统计专

报３１篇。围绕各界需求，加强统计服务，在统计微

博、统计信息网等媒体主动发布经济发展运行相关

内容２００余条。编制《统计分析》《统计专报》《统计

年鉴》等统计刊物３５期，编印《统计月报》等资料１２

期。为各部门提供统计数据咨询１０００余条。按照

区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部署要求，开展绩效管理

公众评议工作。

（许　良）

【政企互动信息化服务平台】　核实清理、充实调整

政企互通信息化服务平台名录库。对接市统计局

开展新增企业和项目接入平台、调整增补企业等工

作。在新平台上为１０２６家企业建立台账。对区委

区政府督察组、区级工作组、区级职能部门服务组

及１２个街道６５个部门，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政

企互通服务信息化平台培训１场，培训１０２人。制

定南开区政企互通信息化服务平台，发布信息日常

维护流程图和信息发布审核单，推动信息报送工

作，全年平台审核发布信息３４７条。

【统计法制建设】　根据《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

例》《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全

国经济普查条例》，对企业和街道一线统计人员进

行统计普法宣传培训３１００人次。通过向区长、分管

区长汇报，推动统计法进党校等形式，加强领导干

部依法统计意识。推动全区统计系统和区级各有

关职能部门加强学习《防范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查

规定》，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长效机制。选聘专业

律师作为兼职法律顾问，强化行政执法力量。对３１

家企业开展统计执法检查工作。

（王　晶）

【名录库建设】　对基本单位清查进行日常维护，确

保基本单位名录库的准确性、时效性，为第四次全

国经济普查工作提供服务。结合部门资料补充新

增单位名录库信息，实地核实查找新注册单位３２３３

家。完成年度和月度限额以上单位（见２２３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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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审批工作，通过国家审批年度入库５１家、月度

入库单位２１家。完成服务业、非企业服务业样本名

录比对、核实和修改工作，涉及２８９家２０１７年年度

报表单位和１６８家２０１８年定期报表单位。

（陈娟娟）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市场监管局推行企业名称自主

申报和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优化外商投资企业设

立登记，推进京津冀三地企业登记注册协同发展，

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严防严控

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安全。全区累计注册各类市场

主体 ８２８７２户，其中内资企业３７１８２户、外商投资企

业８５９户、个体工商户４４８３１户。强化市场主体信

用监管和联合惩戒工作，应报送年度报告企业

３１４４６户，实际报送 ２８７７０户，年报率 ９１５％；应报

告个体工商户 ３３０８６户，实际报送 ２０４５８户，年报

率 ６１８％。通过投诉举报、专项检查、日常检查等

途径，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８４８１户次、标记为经

营异常状态１３９８０户次；根据市场主体申请，依法移

出经营异常名录企业１２４２户次，恢复正常记载状态

个体工商户３６２户次，修复市场主体信用等级。年

内受理消费者投诉１２２３５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

失２２８８１万元。

【审批服务】　全面落实区委、市场监管委工作要

求，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实地走访企业

１００７户次，以多种形式组织政策宣讲活动７８次，参

加区企业问题协调会１６场，解决政企平台企业问题

２４个，满意度９６％。年内新增市场主体１９２１７户，

其中新增内资企业６６０１户、外资企业５０户、个体工

商户１２５６６户；新增注册资本２３４８８亿元人民币。

完成药品化妆品行政许可事项１８３件。完成器械类

行政许可２０１项，生产经营备案３３３项；办理特种设

备行政许可审批２６５４台（套）；完成食品经营相关

许可７４０１件；动产抵押登记２４件。

【合同管理】　开展格式条款整治与监督监测工作，

对格式条款中典型不公平格式条款以及免除自身

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的违法违

规行为开展集中规范整治。通过加强检查、监测和

受理申诉举报等多种途径，发现案源，强化执法办

案。抽样家具销售经营主体３７户次，发现家具销售

销货单中“样品顾客自看好不退换”存在违背《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行为，予以警告。

【广告管理】　全区有广告经营单位７９２６户。组织

开展“蟹兴阁问题广告”、食品保健食品、互联网、互

联网金融、涉枪涉爆、大棚房、房地产、金融、电信广

告等９类专项整治工作。检查各类市场主体１６００

余户次，对检查发现的涉事大型户外广告牌、部分

居民区和加油站点的涉事广告全部予以拆除。６次

约谈《今晚报》《中老年时报》等媒体单位广告负责

人及广告代理公司，２次到今晚报社、中老年时报社

召开媒体广告业务培训会，下发行政指导书３６件。

强化虚假违法广告打击力度，年内办结广告案件７９

件，罚没款５４６．６５万元。

【商标管理】　全区累计注册商标１２２４９件。组织

开展春节期间打击侵权假冒、商标专用权保护、农

村城乡接合部市场整治、溯源、净化等专项整治行

动。开展“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日宣传活动，采用

多种形式向广大消费者及商家普及《知识产权保护

法》《商标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办结商标类案件５５

件，罚没款４７．７５万元。天津市著名商标认定工作

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日停止。

【食品安全监管】　组织开展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

综合治理百日行动及“回头看”、食品安全风险大排

查大整治百日行动等专项整治行动。组织开展食

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清理清查、网络订餐、“护老行

动”民心工程、非洲猪瘟疫猪肉等各类专项监督检

查。落实食品经营许可信用承诺审批并开通网上

审批，新办食品经营许可证 ３６２７张、摊贩备案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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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８张；食品生产许可变更１户，注销１户；注销过

期许可证１３３１张。完成食用农产品、学校食堂、集

中配餐、餐饮业、生产、保健食品等领域抽检９０５批

次。为３２家菜市场发放快检设备、试剂和快检室牌

匾。推进放心食品民心工程，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

限公司王顶堤分公司被评为市首批“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认定区级食品销售环节管理示范店５９家、

市级管理示范店３家，打造“鲁能城”餐饮食品安全

示范一条街，全区明厨亮灶餐饮示范店１００余家。

办理食品类行政处罚案件 ２３４件，罚没款 １９１万

余元。

７月４日，执法人员在辖区内大型超市开展有机产品质

量专项检查（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管】　全区有药品经营企业２６５

家，药品使用单位３０２个。继续开展打击非法药品

市场专项行动，年内立案２４件，罚没金额２０．４５万

元；配合公安部门捣毁非法经营药品窝点２５处，涉

案金额近４００万元；配合公安部门完成物品鉴定３３

次。公开销毁历次收缴的涉案药品１５．３６吨，价值

１３００余万元。开展药品清查清理、人血白蛋白、二

类精神药品、药品类兴奋剂、药品流通领域购进渠

道、特殊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各类专项检

查工作。监督抽检药品类２２５批次、国家监督抽检

化妆品６０批次。接收药品不良反应４１５条，完成报

告评价３１９条。

【医疗器械安全监管】　开展医疗器械网络销售、避

孕套质量安全管理、非法经营装饰性彩色平光隐形

眼镜、无菌和植入性医疗器械等各类专项整治。完

成器械类行政许可 ２０１件次、器械生产经营备案

３３３件次。对３３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５４６家经营

企业实施分类分级监督管理。监督抽验医疗器械

６２批次。全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５８３家，生产

企业３１家，使用单位３０２个。年内５２５家企业在国

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平台注册，上报医疗器械不良

事件１７２例。

【特种设备安全监查】　全区注册在用特种设备

１３３０７台，其中电梯６２０３台、压力容器６４６１台（含

车载气瓶５８１６台）、锅炉１４２台、起重机械２９０台、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１７０辆、大型游乐设施 ４１

台。办理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审批２６５４台（套）、特

种设备作业人员许可审批１５８人次。受理特种设备

安装、改造、维修资质许可１０件，颁发特种设备资质

证书８份。办理使用单位注册登记１２３家，特种设

备施工告知８５６台次，办理各类特种设备变更许可

４６０件。出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５７０人次，检

查使用单位２７３家、特种设备４５３台（套），发现特

种设备未经定期检验、检验不合格、无证作业等安

全隐患１２个，在限期内全部整改完毕。依法办理特

种设备安全违法案件３件，罚款６万元。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组织对建筑类涂料、胶粘

剂、车用汽柴油、体育用品、液晶显示器、流通领域

有机产品等 １２类 １６４批次产（商）品进行质量抽

检，收到１５０批次检验报告，对不合格产品按规定开

展调查处理。开展电动自行车、电线电缆、消防产

品、认证商品合规性、流通领域有机产品认证、环保

检验检测机构、机动车检验机构等专项检查。开展

危险化学品、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大排查大整治

专项行动。检查成品油经营单位１２家，未发现违法

行为。指导４１家企业开展产品和服务标准声明公

开，声明标准１４６项，涵盖１８０种产品。组织符合条

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展市标准化资助申报，成功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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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资助３项、地标资助３项。

【标准与计量管理】　检查加油站３５家次，检查加

油机１１２台、加油枪３６２把，未发现计量违法行为。

检查供热单位３７家次，检查压力表１８１块、可燃气

体报警器 ５２台（件），均在有效检定周期内使用。

检查商场超市２１家次，检查电子秤１９８台（件），未

发现缺秤少量等计量违法行为。检查医疗机构２２

家次医疗用计量器具１２５６台（件），检查眼镜店１３

家次焦度计、镜片箱、验光仪３９台（件），均在有效

检定周期内使用。抽查封闭集贸市场７家次在用电

子秤１５０台（件），称量准确度１００％。开展“５·２０”

世界计量日、“９·２９”计量便民服务日现场咨询服

务活动，现场接待咨询１６５人，发放宣传材料３７０余

份，免费检定水银血压计９４台（件）、人体秤１６台

（件）。

１０月２９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计量便民服务日现场咨

询服务（区市场监管局提供）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年内市场主体年度报告报

送率高于上年，企业年报率９１５％，比上年高出０８

个百分点；个体工商户年报率６１８％，比上年高出３

个百分点。对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随机抽取的金融、

教育培训、医疗美容、环保、知识产权代理等５个重

点领域５２户企业进行随机抽查，把未取得联系２８

户企业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天津市市场

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开展年度市

场主体公示信息及登记事项双随机检查工作，随机

抽取执法人员７２名，抽取市场主体２９５８户、通过登

记住所无法取得联系市场主体１００７户、已注销市场

主体１２６户，实际检查１８２５户，对其中３４２户企业

委托第三方进行审计，将３３８户存在公示信息隐瞒、

１００７户通过登记住所（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市

场主体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标记为经营异常状

态）。

【消费维权】　年内投诉举报平台转办各类投诉举

报１５３７０件，受理消费者投诉１２２３５件，为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２２８８１万元，未出现超期未办结情况。

围绕“品质消费、美好生活”年度主题，开展“３·

１５”系列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材料１３００余份，参与人

员５００余人次，解答各类相关咨询１００余次。组织

开展服务领域消费维权专项检查、红盾维权专项行

动、“３·１５”曝光问题产品专项检查、“诚信兴商宣

传月”等消费维权活动。

（王　彦　陈红梅）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概况】　２０１８年，围绕“安全南开”建设主题，落实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制度，按照“管行

业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

安全”要求，区安委办组织推动全区各有关部门开

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

检查企业 ５０７１６家，发现隐患 ３６７１４处，完成整改

３５６６０处，整改率 ９７．１３％。约谈相关责任人 １４２

人，对违法企业行政处罚６２４．２１万元，查封单位３２

家。年内，全区发生生产安全死亡事故２起，死亡２

人，依法调查处理事故责任单位和法人代表。

【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牵头组织联合执法，加大督

办力度，全年打击整治非法加油加气违法行为１００

余起，罚没汽油２８３４升、液化气３７７６立方米、作案

车辆４５辆，行政拘留１０２人。治理“三合一”场所

（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０）等安全隐患，拆除违章建筑、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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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管理与监督

挡３９１８９平方米，清理出租房 ２９９间，清理群租房

２４６处９８３间，清理“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见２２３

页注释８１）４０８处，清理违规居住３５６６人。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问

题，规范监管执法行为。年内，检查重点企业４９５家

次、一般企业３０７家次。出动执法人员１６０８人次，

下达现场检查记录７９４份、限期改正指令书２７９份、

整改复查意见书 ２７９份，检查隐患 ９７７处，整改率

１００％。全年行政处罚３２起，其中简易处罚１６起。

结案３４起，结案金额５７万元，结案率１００％。开展

“双随机”（见２１９页注释７）检查工作，抽查企业９０

家，实际检查企业１３２家次。

【危险化学品企业与安全生产防控网监管】　绘制

区域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电子分布图，建立“一图

一表”机制。开展危化企业汛期安全隐患排查、危

化企业反恐专项工作。对烟花爆竹禁售、易制毒危

化企业进行禁毒检查宣传、全区化工（危险化学品）

企业夏季安全生产等专项整治工作。５—９月，在天

津市食品公司冷冻厂冷媒改造施工阶段，区安委办

出动保障人员８７０余次，动员消防车、救护车、交通

疏导车、警戒巡逻车、环保监测车、堵漏保障车、公

务指挥车等车辆２３０余辆次，完成液氨管道切换工

作１３次、液氨抽取倒运工作１６次，抽取倒运液氨

９０吨，消除重大危险源。接入物联网企业１２家，监

控点位５６个，全部启动日报记录，均接入手动报警

系统。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开展全区年度工贸行

业粉尘防爆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电气火灾专项治理、暑期工矿企业专项整

治、打击假冒特种作业操作证专项治理等工作。开

展年度预防硫化氢中毒工作。联系３家包联企业和

对口街道企业，重点聚焦危化企业、规模以上工贸

企业开展服务。推动企业政企互通平台上线 １１９

家，３０余家上线企业在平台提出问题１５０余条，其

中工作组为企业解决问题１４０余条、职能部门为企

业解决问题１２条。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系统实现

上线企业３０２家，上线率１００％，每日排查率８５％，

每月隐患上报率９０％，累计排查隐患６３５６条，隐患

整改率９９．４７％。

【安全生产宣传与培训】　印制禁燃禁放宣传页

５１３００张，制作下发张贴禁燃、禁放、禁售烟花爆竹

横幅６００余条。安全月期间，在长虹生态园开展咨

询日活动，订制宣传横幅５３９条、宣传品６６００册、宣

传材料２９５０套，投放微信广告１３万条。在《天津日

报·南开时讯》发表署名文章１篇。组织参与市安

监局“安全在我心中”演讲比赛和网络安全生产知

识竞赛，区内２名选手获演讲比赛优秀奖，２４名选

手获网络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奖，区安监局获天津市

“安全生产月”活动先进单位和网络安全生产知识

竞赛优秀组织奖。印制 １万册《安全知识指导手

册》下发到安委会成员单位，在区内３０余处主要点

位悬挂安全生产广告牌３００块，在２９处邮政报亭张

贴安全生产宣传标语。１１月底开展消防安全月宣

传工作，印制宣传单３万张、防火安全信６万张、布

标３４２条、《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

定》２０００本。依托社区向３万名独居老人发放消防

安全提示信，结合创文工作为全区１９１４０个楼门配

备干粉灭火器，向１３５００余家单位印发开展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集中行动文件。年内开展消防安全、生

产安全等各类培训，共组织各类培训３９次，培训各

类人员２８０５人次。

（冷晓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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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教育局注重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组织区特级教师导师团和骨干教师开展研修活

动近６０场；开展第八届优质课大赛、第三届“德业

双馨十佳教师”和第七届“师德风范校”评选。推进

与高考改革相适应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举办中英基

础教育高峰论坛。举办天津市“幼小衔接”主题论

坛暨“植公能之根，筑南开之魂”南开区现场会。完

成第三批１２所义务教育学校２２个专项的现代化标

准建设区级督导评估。推进“云动”课程资源平台

建设，区域精品课程、优质校本课程、名师讲堂课

程、学科网络研修课程、高中选修课程、京津沪教师

联盟课程等全线开课。南开区被教育部认定为

２０１７年度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案例。

推进“小手拉大手，全家讲文明”主题实践活动，推

动区创建文明城区工作深入开展。召开纪念周恩

来总理诞辰１２０周年暨首届“周恩来班”命名和“优

秀南开学子”表彰大会。年内４所学校被评为全国

最美校园书屋，３所学校被命名为天津市心理健康

教育特色学校，３所学校被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开展阳光体育运动，

举办区中小学素质拓展课外活动成果展示活动，开

展中国足球名宿进校园公益行活动，３所中小学被

命名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天津市中小学

田径冠军赛中，南开区获团体总分第三名。

【教育行政】　全区有幼儿园４８所，其中教育部门

办２２所、事业单位办４所、其他部门办４所、集体２

所（原南开区砲台庄第一幼儿园并入到南开区第十

三幼儿园）、民办１６所（新增南开区大公馆幼儿园、

南开区毓质宝贝幼儿园）；在园幼儿１２８００人，教职

工１９１２人，专任教师１１８７人。有中学２４所，其中

完全中学１４所（原育红中学更名为南开田家炳中

学）、初级中学５所（新增南开区科技实验中学）、九

年一贯制学校４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１所；在校生

２４６３７人，教职工３５３６人，专任教师２９７０人。小学

３１所，在校学生４５６０５人（含九年一贯制和十二年

一贯制学校小学学生），教职工２５７１人，专任教师

２２７０人。中等职业学校６所，在校学生１１２５人，教

职工６０２人，专任教师４５８人。特殊教育学校１所，

在校学生１８８人，教职工３２人，专任教师２５人。

（王　欣）

【学前教育】　完成全区各类型幼儿园招生工作。６

月，在风湖里小学召开天津市“幼小衔接”主题论坛

暨“植公能之根，筑南开之魂”南开区现场会，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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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文卫体

各区教研员、园长和骨干教师代表１６０余人参会。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南开区第一幼儿园、南开区

第十九幼儿园进行典型发言，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

学研究室学前教育教研部教研员王利明做专题发

言，市教委学前处负责人讲话。８月，开展《天津市

幼儿园保教质量规范》培训，全区各类型幼儿园２３０

余人次参加。９月，原南开区砲台庄第一幼儿园进

行布局调整，合并至南开区第十三幼儿园；南开区

第十九幼儿园淦江路园区正式开园。１２月，市委常

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浙闽调研学前教育资源建设

工作情况。

（韩爱珠）

【小学教育】　探索多种办学模式，通过集团化办

学、学区化办学、学校联盟建设、借助高校资源等方

式，拓展品牌学校优势，实现校际共享共融、共同发

展。推进依法治校，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作

为学校治理基本依据，规范学校办学行为。推进幼

小衔接实践研究，召开幼小衔接特色项目研究成果

分享交流会。深化教学改革，研究教学方式，推进

小学课程建设深入发展，提高课堂教学效益，落实

“提质减负”要求。坚持质量监控，进行质量调查，

召开质量分析会，开展以“课程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为主题的全区小学课程建设系列论坛活动。

（孙　方）

【中学教育】　区教育局围绕新高考改革、课堂教学

改革行动计划落实情况、控辍保学及教学常态化管

理等方面，到学校调研，调研学校 ２０所，巡课 ６２４

节，核查初高中学生２４４９８人。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
６日举办区“深化课程建设，聚焦课堂教学”系列展

示活动，分别在田家炳中学、第五十中学和天津中

学展示４９节课，涉及６个年级１２个学科，就有关
“课堂教学改革”和“新高考改革”等方面进行经验

分享。天津中学原校长、教育专家国赫孚作《基于

核心素养的课堂重构》专题讲座。

（陈　锋）

【学校体育】　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结合体育艺术

“２＋１”工程（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２），设计适合区内特色

的阳光体育运动模式，提升学校大课间活动质量。

举办全区中小学素质拓展课外活动成果展示活动，

全区２０个学校近２５００名师生参加。完成“国家学

生体质健康”上报工作，配合教育部开展学生体质

健康抽测工作。贯彻落实《天津市关于加快发展青

少年校园足球的行动计划》，推进校园足球发展，开

展中国足球名宿进校园公益行活动，天津中学、长

治里小学、东方小学被命名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开展多层次体育竞赛，举办区春季中小学生田

径运动会、校园足球联赛和其他常规比赛。参加天

津市中小学田径冠军赛，获团体总分第三名。

４月１４日，南开区中小学素质拓展课外活动成果展示

活动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举行（区教育局提供）

（周玉红）

【楷模教育】　３月，召开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１２０

周年暨首届“周恩来班”命名和“优秀南开学子”表

彰大会。对首届２０名“优秀南开学子”和中小学各

１０个“周恩来班”进行表彰。开展“读总理故事、学

楷模精神、立爱国之志”为主题的个人演讲比赛。

编辑出版《走近恩来———南开区以周恩来为人生楷

模教育读本（小学版）》，开展“以周恩来为人生楷

模，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百节楷模教育精品课

程征集活动。９月，启动第二届“周恩来班”和“优

秀南开学子”评选活动，３３个班级和３５名学子入围

区级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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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法治教育】　举办区中小学生“学宪法、讲

宪法”主题演讲比赛，１７名同学获一等奖，１１４名同

学分获二、三等奖。南开区代表队参加天津市演讲

比赛，分获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一等奖。参加

第三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

赛，南开翔宇学校明佳琪获一等奖。开展讲好身边

的宪法故事———南开区中小学宪法学习教育活动

成果展示活动。举办校园法治微电影、微视频、公

益广告大赛，１６部优秀作品获一等奖，５０部作品分

获二、三等奖。

【心理健康教育】　举办区首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

基本功大赛，７９名教师参赛，学校参与率 ９６％。

召开区首届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基本功大赛表彰和

第二批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命名大会，第二十

五中学、第九中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小被评为

市级心理特色学校。聘请５名市级心理健康教育

专家担任 １６所特色学校指导专家。第二十五中

学被授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天

津师范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创新实践基地”

称号。

（张琰坤）

【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评估验收】　年内

有１２所学校接受天津市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

建设（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评估验收，涉及５个专项。区

教育局召开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评估工

作推动会，分专项开展培训。５—６月，４个区级评估

专家组到各个学校，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师生

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地预评估。１０月，接受市级

巡回督导。最终，在“教师专业发展”专项中，天津

大学附属小学、中营瑞丽小学被评为优等，南开小

学、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被评为良等；在“学

生素质发展”专项中，天津中学、咸阳路小学被评为

优等，西营门外小学、第二中心小学、汾水道小学、

川府里小学被评为良等；在“优化资源配置与信息

化”专项中，咸阳路小学、天津中学等１０所学校被

评为优等。

【幼儿园办园行为区级督导评估】区教育局召开幼

儿园办园行为区级督导评估工作部署会，推动各幼

儿园开展办园行为督导评估自查工作。督导室对

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准备工作进行实地调研。组织

１２位区级评估专家，分两组对１９所幼儿园进行全

面评估，经检查１９所幼儿园全部达到合格。下发办

园行为督导评估反馈意见，督促指导各园所采取措

施落实整改。

（孙　欢）

【教师队伍建设】　落实全市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职称评定工作。年内１２２人获

得高级教师任职资格，１９８人获得一级教师任职资

格。完成１８所试点学校１３３０余名教师资格网上注

册。开展第八届优质课大赛，８６个单位５９７０名教

师参加。激励骨干教师参加“学科领航教师培养工

程”“卓越幼教”“未来教育家奠基工程”“未来教育

家行动计划”等活动遴选和培训。选派交流教师

２１０人，占符合交流条件人数 １４．３８％。对上年度

２６８名交流教师进行考核，评出优秀８６人、良好１７９

人、合格３人。

（王亚辉）

【教育科研】　参加市第六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

评审，获市级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２项。

举办以“新时代新使命———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教

育实践与创新”为主题的“京津冀甘”四地基础教育

研讨会。完成市区级教育教学成果评选、认定工

作，推送市级成果１２８份，申报市级突出成果２０份。

组织完成年度天津市基础教育教师创新论文评选，

１４０篇被评为市级优秀论文，其中一等奖１篇、二等

奖２１篇、三等奖１１８篇。

（付　强）

【特殊教育】　南开区育智学校贯彻落实第二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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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教育提升计划，把立德树人根本要求落实到学校

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培养残疾孩子自尊、自信、自

强、自立精神。深化学校课程教学改革，加强课程

资源建设，探索以生活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推进差

异教学和个别化教学，开展“医教结合”实践，以天

津市特殊教育督导评估检查为契机，完成校园环

境、文化设施、信息化“三通平台”，完善学校管理制

度，通过督导评估检查。育智学校被区教育局评为

依法治校普法教育先进单位。

（陈更娟）

【平安教育】　加强校园安全工作，加大检查、培训

力度，从源头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年迎接各部

门检查、调研９次。开展专项培训、演练８次。先后

进行安全排查１７次，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渤海安

全技术有限公司）对全区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安全

检查。开展学校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提高师生食品

安全意识，召开会议及培训１６次。联合区市场监管

部门对区内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春季和秋季食品

安全全覆盖普查，普查率１００％。

【合作交流】　加强校际融合，在建立南开大学附

属中学、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天津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联合体基础上，与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以

及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等建立更加紧密合作关系，

加快提升学校办学水平。与石家庄市教育局签署

教育合作协议，在干部人才培养、教师跟岗学习、

资源共享、联合教研、合作办学、基层党建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交流。开展东西部精准扶贫工作，南

开大学附属中学接收３１名甘肃省甘南自治州夏河

中学学生来津就读；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南开大

学附属中学、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南开区中心小学、

南开区南开小学分别与甘肃省夏河县、环县、庆城

县５所学校签订帮扶协议。举办“京津冀甘”四地

基础教育研讨会。

１０月，区教育局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举办“京津冀甘”

四地基础教育研讨会（区教育局提供）

（王　欣）

【老年教育】　南开区老年大学年内进一步扩大办

学规模。开设器乐、声乐、舞蹈等９大类５４门专业

课程，有１０９个教学班，在校生３０００余人。《津门故

里书声远，为使晚霞映满天———南开区老年教育全

覆盖纪实》一书编入《五个十工程·社区老年教育

全覆盖县（市）区项目》。“刻瓷技法”课程被评为全

国老年远程教育优秀和特色微课。在高校第三年

龄大学联盟首届精品课程评选中，“泥塑技法”获一

等奖、“面塑技法”获二等奖。参加天津市第十二届

社区教育展示活动，６项参赛作品获奖。

（薛　宾）

【民办教育】　全区有民办中小学８所，在校生８５０７

人，在职教师７２３人。民办幼儿园１６所，在园幼儿

３５５０人，教职工６５３人。民办非学历培训机构１４０

余家。１２月４日，召开南开区民办学校年检大会，

部署年检评估标准、评估内容及评估方法。按照国

家和市教委文件精神，出台《天津市南开区减轻中

小学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方

案》《天津市南开区托幼机构专项治理方案》，先后

对全区２１０家办学单位、１４０余家托幼机构逐一入

户进行安全检查，当场反馈检查意见，对存在问题

限期整改。

（王宏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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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教育】　以科研为先导，通过开展社区教育课

题研究和项目建设，带动社区教育工作发展。组织

全区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寒暑

假青少年主题活动，开展“精雕细琢致敬工匠———

民间工艺品参观体验”“唱响红歌最美夕阳———老

年合唱团展示”等系列活动，１０００余人次参加。在

天津市优秀社区教育项目评选中，《南开区终身教

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获一等奖，《以社区

学校为载体，开展老年休闲文化教育的实践与探

索》获三等奖。在全国终身学习活动期间，南开区

推选的《天津市南开区职工大学》获全国优秀教育

机构称号，《南开区健康大讲堂品牌》被评为全国终

身学习品牌。

（李　莉）

【教育资源建设】　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建设，对原六

幼及十三幼分园（原炮台庄第一幼儿园）进行提升

改造，并交付使用。组建南开区科技实验中学，打

造区西部地区具有科技特色的优质品牌学校。推

进第二十五中学和科技实验小学改扩建项目建设，

加快第四十三中学和少年宫扩建项目建设。完成

五马路小学新建项目建设。

（单　琪）

科　　技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面贯彻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区战略，加强企业创新主体培

育、打造创新产业联盟、谋划创新创业升级版、推进

“启航湾”规划实施，制定实施“三区”联动计划，助

推科技南开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

【科技型企业】　推动科技型企业发展，加强政策引

导，发挥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金融对接平台等社

会机构作用，帮助企业获得各领域政策支持。全年

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３２４家，累计４９３６家；规模过

亿元企业认定２家，累计７８家；通过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评价１９６家。

【高新技术企业】　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备选库，

选择具有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

专利创造、研发人员聚集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加

大认定工作培训和服务力度，引导各类资源和服务

向企业聚集，推动一批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成为市级和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新认定为市级

高新技术企业６４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６１家，区

内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累计２３８家。

【“启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　区委十一届五次全

会明确提出要建设以西部片区特别是西营门２．２平

方千米、创业十字街区和青年湖—鞍山西道延伸片

区三个核心区域组成的“启航湾”创新产业区，进一

步激发区域科教新资源活力、释放创新创业要素潜

力、率先实现创新发展。年内，重点推动“启航创新

服务中心”项目建设，作为以天津大学为主的大学

产业外溢、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基地，设立１０００平方

米企业创新服务中心，打造以高端人才服务为主，

涵盖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科技服务于一体的一站

式服务空间。

【“三区联动”机制】　研究制订《南开区大学校区、

科技园区、城市社区“三区联动”方案》，建立校区、

园区、社区“三区”联动机制，对接天津大学、南开大

学优势学科，分析企业需求，加强与院校沟通，推动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区领导联系服务驻区高

校科研院所院士专家，向专家求教问计，联系各类

高层次人才。区科委全年走访天津大学技术转移

中心、区域经济研究院、微电子学院等单位，推动１５

个高校创业项目落户南开。组织高校和科研院所

专家学者开展“南开行”活动，举办专场活动 １０次，

２００余名来自国际国内专家学者参与。

【产业创新联盟】　依托智慧医疗、物联网、智能制

造、设计服务、生物医药、环保、检验检测等科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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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产业，引导企业打造产业联盟。成立以天津九安

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理事长单位的移动医疗

健康产业创新联盟，成立以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

公司为带头企业的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

【科技载体建设】　帮助创业孵化载体抢抓新经济

发展机遇，打造高端产业集聚载体，主办天津市第

十期创业大讲堂，创客工坊、玑瑛公社等各载体负

责人交流心得，分享招商运营经验。在年度市级众

创空间和孵化器备案工作中，经过专家评审，天津

市摩天之星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ｅ谷（天津）科技

企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市级孵化器，草帽众

创空间、玑瑛云创社区备案市级众创空间。

【知识产权工作】　围绕全市知识产权工作重点，实

施知识产权战略，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知识产权创

造、保护和运用工作。全年申请专利６３９１件，其中

发明专利３７１６件；授权专利３４５４件，其中发明专利

１２２０件；有效专利 １３６１４件，其中有效发明专利

７３１９件。万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６４．１件，居全市

各区首位。立项天津市知识产权专项资金重点资

助项目５家。办理专利资助１６５３件，资助金额１０７．３３

万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根据市区两级政府部

署，开展专项行动，结合“３·１５”国际消费者权益日、

“４·２６”世界知识产权保护日以及中秋节、国庆节等重

要节点，联合区相关单位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和行

政执法检查，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科技金融服务】　区科委开展科技企业融资需求

调研，通过举办银企对接会、直融路演会（见２２３页

注释８３）等形式，帮助科技企业融资对接，对特殊需

求科技企业采取“多对一”和“一对一”等形式，为科

技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重点与各银行优势产品

和差异化产品合作，实现银行与科技企业针对性对

接，解决区内企业融资需求。全年为１００家科技企

业提供有效融资服务，融资总额约３亿元。鼓励科

技企业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加快区内科技型中

小企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组织股份制改革及挂

牌上市政策说明会、实务培训会等活动，完成股份

制改革科技企业２３家、挂牌上市企业４家。

（郑炳良）

·科协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科协贯彻区委部署要求，推进

科协系统改革，承担全市基层科协组织建设、提升

基层科协组织力“Ｎ＋１”试点（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４）工

作，在学府街道先行试点，规范科协建立程序，实现

街道科协全覆盖。７月，区科协独立设置，恢复正处

级单位规格，由４个学（协）会、１２个街道科协组成。

年内，分别建成南开区科学技术馆、航天光电科技

发展（天津）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举办第三十

二届科技周和科普日两场大型科普活动，组织开展

“百名专家进社区”活动，举办科普讲座３７场，全民

科学素质工作、青少年科技活动赛事取得优异成绩。

【智能化信息化发展】　联合区政府研究室开展智

能科技产业课题研究，形成《南开区加快智能科技

产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研究》调研报告，为区加快

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提出对策建议。服务航天光电

科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申报建成院士专家工作

站，促成刘永才院士所率科技团队与区航天光电科

技发展（天津）有限公司形成产学研合作关系，为区

科普教育创新发展，推动南开信息化、智能化研究

应用与融合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全民科学素质】　１０月，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工作

纳入区“十三五”规划，草拟《南开区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年内，

全区具备科学素质居民比例 ２３．３％，超过全市

１４１３％平均水平。５月１９日，以“科技创新，强国

富民”主题的第三十二届科技周主场活动在 １８９５

大厦举行，活动展示科技型企业在人工智能、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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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生活、养生健康等领域的创新科技成果，让公

众感受科技魅力。吸引近１０００人次科技爱好者和

市民参观体验，发放宣传材料 １０００份。１１月 １０

日，由市科协、市教委主办，市青少年科技中心、市

中小学教育研究室、区科协承办，天津师范大学南

开附属小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区青少

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协办的科普日主会场暨第五届

天津市青少年科技类综合实践活动在天津师范大

学南开附属小学举行，活动以“创新引领时代，智慧

点亮生活”为主题，全市有１１个区２０２所学校１８００

余名学生参加。组织青少年参加科技创新大赛、科

技类综合实践活动、无线电竞赛等各类国家、市、区

级科技创新活动，累计１０３５个项目分获区级一、二、

三等奖，３７９个项目分获市级一、二、三等奖。１３个

项目被市推荐参加第三十三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项目，８个项目获奖，南开区获科技含量最高

的学生创新项目。区科协被市科协评为优秀组织

单位、特殊贡献单位。

５月１９日，第３２届科技周活动启动仪式在１８９５大厦举

行（区科协提供）

（王宝虎）

文　　化

·群众文化·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有区级图书馆２个，出版物

企业８２家，印刷企业２４家，歌舞娱乐场所２８家，网

吧６９家。开展“清源”“净网”“护苗２０１８”行动，组

织开展各类文化市场专项整治及“扫黄打非”专项

行动。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文化宫成立６０

周年系列活动。开展“南开之夏”“飞雪迎春”“好

书伴我成长”等系列文化活动。举办《南开文化大

讲堂》精品讲座１２场。《南开文艺》在第二届全国

文化（群艺）馆优秀群众文化期刊评选活动中获全

国优秀栏目奖，在第四届天津市群众文化优秀期刊

评选活动中，获优秀期刊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推进区街居三级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街道文化站专项治理、街道文化站社区文化室达标

建设和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推进黄河道

影剧院提升改造工程遗留问题解决。

【群众文化活动】　举办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暨文

化宫成立６０周年系列活动。开展“南开之夏”“飞

雪迎春”红色文艺轻骑兵“结对子、种文化”社区演

出、“我们的传统节日”系列演出等各类群众文化活

动１８０余场。举办“庆三八”、《看看南开这五年》等

主题美术、摄影、书法作品展览１７场，参观群众２万

余人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启动第七批区级非遗项

目及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评审工作。完成非遗数据

库录入，拍摄《南开记忆》非遗项目“口述史”有声图

典、南开区非遗宣传片。举办第四届民俗文化博览

节、“金牌梅花大鼓”传承纪念活动等１０余项非遗

宣传活动。

【读书活动】　举办《南开文化大讲堂》精品讲座１２

场、《南开讲堂》公益讲座 ５０场，受益 ６０００余人。

开展“好书伴我成长”“网络书香过大年”“迎新春数

字阅读推广月”等阅读活动５０余场。举办阅读推

广宣传活动３６场次。对中学图书馆及书吧管理员

开展业务培训４场，培训人员１５０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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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３日，《南开文化大讲堂》第１４２讲在南开大学举

办，陆广训教授以“对联的基本要求”为题为群众授课（区文

化旅游局提供）

【群众文艺】　开设合唱、舞蹈、素描、钢琴等讲座辅

导班１００余场，受益１０００余人次。举办美术写生活

动１２０次，受众 １５００余人次。举办摄影交流活动

１５场。

【文化市场管理】　完成区域内文化娱乐经营主体

年度核验工作。开展“清源”“净网”“护苗２０１８”行

动，组织开展各类文化市场专项整治及“扫黄打非”

专项行动。全年出动执法人员８２８人次，检查文化

类经营场所４００余家，开展联合执法行动５次，取缔

关停无证经营单位 ８家，行政处罚 ２０件，罚没款

１８万元，收缴各类盗版侵权非法书刊４００余本。

（赵　莹）

·文联工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文联围绕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

年等，组织开展“放歌新时代”音乐会、“歌声飘过四

十年”音乐会、“魅力南开”全市舞蹈邀请赛，协办

“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摄影展等文化活动。以“新

时代·奋斗者·幸福说”为主题开展文艺作品创

编，组织开展“画南开美景”美术展、“翰墨书经典”

书法展、微型文学作品征集展示等。成立文化志愿

者小分队，开展“红色轻骑兵”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全年组织“南开区百姓大舞台”惠民演出１６场、文

化志愿演出１０余场，举办南开“书画艺术大讲堂”，

组织中华传统文化戏剧进校园等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

（王　超）

·区级新闻媒体·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新闻中心推进媒体融合发展，

重点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

的十九大精神、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全国卫生

城区、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扫黑除恶专项治理等。

《天津日报·南开时讯》刊发各类稿件２０００余篇。

南开有线电视台《南开新闻》播出２９９期，《南开专

题》完成７个专题和民生栏目《有事找小为》报道。

专题片《创建文明城区南开有你有我》《南开微党

课》获得第六届“全国市县电视台推优活动”微视频

最佳作品一等奖。

【《天津日报·南开时讯》】　编辑出版报纸５０期，

版面２０２块。刊发各类新闻稿件２０００余篇，刊登新

闻图片近８００幅。开展区委全会和区人大、区政协

“两会”报道。增扩２个版面，不定期刊发“时代楷

模”等政治宣传海报，进行政治宣传。开设各类专

栏２０个。其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专栏，对

全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生等各方面取得的

显著成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报道；“看南开·说变

化———致敬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和“壮阔东方潮奋进

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年”专栏，展现居民

居住条件、城区环境面貌、菜篮子工程、园林绿化、

医疗卫生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利用多个整版副

刊，刊发有关改革开放 ４０年主题诗歌、散文、国

画、书法等作品。配合区人大、区政协、区总工会、

区司法局、区房管局、区民政局、区教育局等近２０

余个单位和部门制作宣传专版、专栏 ２００余版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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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有线电视台】　全年播发《南开新闻》２９９期，

紧跟形势，深度报道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热点，完成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创文创卫、共建共享”

“有作为、敢担当”“看南开说变化———致敬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啄木鸟在行动”等专题系列报道１６

个。拍摄制作《城市新貌》《法治南开》等７档电视

新闻专题和民生栏目《有事找小为》１７６期。与新浪

网联合制作“南开新春话民俗”系列节目。策划拍

摄廉政公益广告《风筝》在中纪委网站播出。配合

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创建文明城区形象展示片《见

证》。推出《律师说法》《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南开这

些事》特别节目１０期。完成“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德润南开”等大型活动策划和执行工作。拍摄

制作微视频《创建文明城区南开有你有我》《南开微

党课》获第六届“全国市县电视台推优活动”相关类

别一等奖。

（邓丽莹）

·地方志·

【地方志工作“一纳入”工作】　草拟《南开区地方志

事业发展三年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在区政府常

务会议审议通过，以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经争

取，“推动史志编修工作”表述语被纳入２０１９年全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二轮志书编修】　２０１８年，区地方志办公室按照上

年志书复审会上专家和各区审读意见，补充完善部

分编章。把“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独立成编，补充

资料撰写地质、土地面积、水域面积等内容。按照

规划、建设、管理逻辑，调整“城市建设与管理编”篇

目结构，安排专人重新撰写。补充收集１９７９—２０１０

年南开区获全国工作先进区县各类荣誉称号相关

资料，查阅资料补充大事记事条。提升图表质量，

逐一研究图表，压缩表格，增加柱状图、折线图等示

意图，使志书表现形式更加丰富。拓宽照片资料收

集渠道，进行再次筛选，按照好中选优原则，对原有

部分照片进行替换，标明照片拍摄者或来源，照片

质量大幅度提升。起草序言和编后记，精心组织装

帧设计，落实方志出版社出版。

【《南开区志（１９７９—２０１０）》通过终审】　５月３０—

３１日，《南开区志（１９７９—２０１０）》终审会在天津市

华城宾馆召开。市地方志办公室区县志指导处负

责人主持，天津市区县二轮修志专家组成员王敬

模、霍贵兴及区县志指导处相关人员出席并参与评

审。区志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参加会议。会上，区

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复审会后志稿修改情况。

评审组成员一致认为该志稿政治观点正确，篇目设

计科学，内容全面详实，体裁运用丰富，是近年来参

评区县志中质量很高志稿，可以通过终审。专家们

在结构调整、内容增减、图表细节规范等方面提出

修改建议。

【年鉴公开出版】　根据全区机构变化情况，调整篇

目框架，优化年鉴内容，增设“网信工作”等新类目。

重新设计版式，对条目、表格等采取彩色编排，落实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南开年鉴（２０１８）》实现从

内部刊物向公开出版物历史性突破。

５月３０—３１日，《南开区志（１９７９—２０１０）》终审会在天

津市华城宾馆召开。图为会场（武延增 摄）

（方　志）

卫生与计划生育

【概况】　２０１８年，有区属二级医院５所（其中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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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卫生服务功能３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１０

所。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慢性病防治所、口腔病防

治所、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卫

生培训中心及药具站各１所，保育院４所。在职职

工２９３２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２５２４人，包括初级

１５５２人、中级７８１人、高级１９１人。社会办医机构

（包括市属、企业属、部队属医疗机构）４６家，门诊部

１３２家，诊所４８家。年内通过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复审评估，获“优秀示范区”称号。

【医政管理】　开展“以患者为中心、改善医疗服

务”百日行动。制订《南开区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质

量提升患者就医感受百日行动工作方案》，辖区二

级医疗机构每日重复挂号比例由 ７．８％降至零。

区属１５家医疗机构全部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加强

医疗风险控制与管理，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开展医疗保障基金、医药领域顽症痼疾攻坚战、依

法执业廉洁行医等专项行动。完善医保管理组织

体系，建立医保管理例会、医保督导、医保考核

制度。

【中医药管理】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

服务区（中医馆）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项目，为国医堂

提供中医电子病历、辨证论治、远程会诊、远程教育

等信息化服务。加强王志刚全国基层名老中医工

作室建设。在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下，区卫计委

对广开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国医堂服务能力建设。继续推进区中医医院新

院区建设，提升软硬件水平。对６５岁以上老年人提

供中医体质辨识及健康指导６．２８万人次，目标人群

服务率５８．８２％；对０～３６个月儿童提供中医调养

指导１万人次，目标人群服务率６２．７２％。

【疾病预防控制】　全年报告法定传染病１８种５４６９

例，发病率４７９．０６／１０万，比上年（５６７８例，４６０．４９／

１０万）上升４．０３％；死亡４例，死亡率０３５／１０万，

比上年（４例，０．３２／１０万）上升９．３８％。无甲类传

染病发生，乙类传染病报告 １２种 ２５９２例，发病率

２２７．０５／１０万，死亡４例，死亡率０．３５／１０万；丙类报告６

种２８７７例，发病率２５２．０１／１０万，未有死亡病例；报告

突发疫情２起，均为一般级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及

时处置后，事件均得到有效控制。全区基础免疫接种

率９８％以上。计划免疫预防接种专业人员知识培训率

和托幼、小学接种证检查率１００％。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计划内疫苗接种情况表

糖丸

第一剂

糖丸

第二剂

糖丸

第三剂

百白破

第一针

百白破

第二针

百白破

第三针
麻苗

乙肝疫苗

第一针

乙肝疫苗

第二针

乙肝疫苗

第三针

应种人数 ５５１９ ５７５３ ７９６６ ５４８５ ５６６７ ５７２３ ２００１０ ４８３３ ５２９２ ５８９８

实种人数 ５４９３ ５７１３ ７８８３ ５４８４ ５６６６ ５７２２ １９８４３ ４８３１ ５２８３ ５８３２

接种率（％） ９９．５３ ９９．３ ９８．９６ ９９．２１ ９９．９８ ９９．９８ ９９．１７ ９９．９６ ９９．８３ ９８．８８
　

　　全年麻疹接报３０例、风疹９例，流调率１００％，

采样麻疹风疹咽拭子标本９９例（外区６６例，区内

３３例）；百日咳接报７１例，流行病学调查率１００％，

采样１８４例（外区１２８例、区内５６例）；流行性腮腺

炎接报５９例，其中１０岁以下病例４９例，流行病学

调查４９例，流行病学调查率１００％；急性弛缓性麻

痹（ＡＦＰ）接报１例；流行性乙型脑炎接报０例；流行

性脑脊髓膜炎接报０例。

监测５７所医疗机构消毒质量与感染因素，对４

家医院进行肠道门诊消毒隔离技术督导检查。监

测区内３５所幼儿园消毒效果，管理需消毒传染病

１７６４例。完成辖区蚊蝇鼠蟑密度固态和动态监测、

家蝇抗药性监测、鼠带毒调查、伊蚊调查、库蚊带毒

调查、辖区内病媒生物防治技术指导及宣传工作。

【慢性病发病率与居民死因顺位】　户籍居民死亡

７２８４例，粗死亡率为 ８３４．３１／１０万，较上年上升

１３７％。户籍统计前５位死因分别为心脏病、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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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脑血管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

粗死亡率分别为 ２６９．６３／１０万、２１０．８７／１０万、

１６４５９／１０万、４４．２１／１０万、３３．３３／１０万。癌亡前５

位分别为肺癌、结直肠肛门癌、肝癌、胃癌、乳腺癌，

粗死亡率分别为６７．０１／１０万、１９．８２／１０万、１８．２１／

１０万、１７．４１／１０万、８．３６／１０万。年内，户籍居民恶

性肿瘤新发病报告８３２９例，发病报告率９５４．００／１０

万。户籍居民脑卒中新发病例 ５６６７例，发病率

６４９．１０／１０万；户籍居民冠心病急性发作事件心梗、

猝死共计１４３３例，发病率１６４．１４／１０万。户籍居民

“新四病”（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５）新发病例共计１９５６８

例，报告发病率２２４１．３０／１０万，其中精神病报告发

病率１６．９５／１０万、肝硬化报告发病率４６．２７／１０万、

糖尿病报告发病率 ２７６．２７／１０万、伤害报告发病

１９０１．８１／１０万。

【大肠癌筛查项目】　对６０～７４岁常住居民和既往

发现高危人群进行大肠癌初筛和随访工作。完成

６４２８２名居民初筛工作，初筛任务完成率１０８．５９％；

大便潜血试验（ＦＯＢ）检测 ５１５１６人，任务完成率

１２４．３１％；高危人群随访１３２１２人，随访任务完成率

１００．０９％。三级大肠癌防治网络逐步完善，防治队

伍能力水平不断提升。

【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目】　区内１２家医疗机构承

担３１所小学７～９岁适龄学生２０７００人窝沟封闭工

作。筛查７～９岁适龄儿童 ２０１３１人，符合适应症

８８９５人，筛查率９７．２５％。为适龄儿童实施窝沟封

闭６３４２人，封闭第一恒磨牙 １８００３颗，封闭率

３０６４％。组织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２９场，受益

１８７５５人。

【妇幼保健】　年内全区未发生孕产妇死亡，婴儿死

亡率２．４‰，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２．９２‰。孕产妇

系统管理活产数６７３４例、高危儿筛查转诊１４０３例。

早孕确诊９８．３１％，高危孕产妇管理９９．７９％，产后

访视９７．６１％，梅毒乙肝ＨＩＶ检测９９．８％以上，基本

系统管理９８．２４％，妊娠风险评估４０５２例。产前筛

查５４１７例，筛查率１００％，检出染色体疾病９例，告

知率１００％。孕前传染病筛查７８１０例，查出乙肝阳

性１１４例、叶酸值异常６１９例，筛查率１００％。新生

儿访视４２５９例，儿童听力筛查１８７３４例，甲状腺功

能及苯丙酮尿症（ＰＫＵ）筛查１８７２９例，孤独症筛查

１０９２３例，脑瘫筛查４８５６例，儿童慢性病危险因素

筛查４８５０例，早产儿专项管理１２１例。

【社区卫生】　家庭医生签约３１．１９万人，建立居民

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１０３．９７万份。其中，６０岁及

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人数１４．５２万人，高血压患者

健康管理１２．７１万人，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４．５３万

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４３９２人。为２８．１３万人

开展健康评估，发放宣传材料８．９８万份，发放告知

１５１１万次。开展健康讲座５５５次，参与人数２０６２１人。

【人才队伍建设】　年内公开招聘事业编人员 １０５

人，评选“１３１”第二层次创新型人才１名，取得卫生

技术高级职务任职资格人员３５人，引进新技术项目

填补区空白８项，获批市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５项。

【人口和计划生育】　全年办理生育登记６０８９件，

其中一孩３９７８件（网上登记２８１件），二孩２０４５件

（网上登记９７件），三孩及以上６６件，再生育审批

（经街道办事处初审后报区审批局进行审批）１００

件。全区人口１１４．５５万人，出生人口５８１３人（一孩

３６８１人，二孩１９８１人，三孩及以上８１人），自然增

长率 －１‰，政策生育率１００％。

【爱国卫生】　开展“四害”孳生地环境治理、冬春季

灭鼠、夏秋季灭蚊蝇工作，全区消杀工作实行四级

监督管理。加强各类场所控烟法规、烟草危害知识

宣传和教育。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活动。举行“我

是南开人，创国卫我支持我参与”———第３０个爱国

卫生月主题宣传活动暨“万名志愿者”参与南开区

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启动仪式。发放爱国卫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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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折页３．５万余份、宣传海报２．４万余张，悬挂布标

条幅５０余条，更换爱卫宣传栏、黑板报２００余块。

【卫生执法监督】　区卫计委对辖区医疗卫生、公共

卫生、爱国卫生、计划生育等进行监督检查，实施行

政处罚１２２件，罚金２２．３１万元，没收违法所得３１５７

元。其中，传染病防治处罚５件，罚款１．１万元；放

射卫生处罚９件，罚款１．５万元；公共场所处罚５７

件，罚款９．７５万元；计划生育处罚３件，罚款５０００

元；生活饮用水处罚３件，罚款３００元；控烟处罚６

件，罚款３００元；无证行医处罚１６件，罚款６万元，

没收违法所得 ３１５７元；消毒管理处罚 １件，罚款

５００元；学校卫生处罚６件；医疗卫生处罚１６件，罚

款３．３５万元。

（孙　有　杨　旭）

无偿献血

【概况】　２０１８年，开展国家工作人员无偿献血活

动，组织辖区内各单位新录用人员献血１６７人次、团

体无偿献血１２２人次。开展街头宣传活动采血２８

人，招募并体检应急献血队伍成员１０００人。组织宣

传活动６场，发放宣传材料１５万余份。制作循环

使用宣传展牌２套、布标２０幅、宣传海报１５００张，

分发到各社区、学校、医院，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献血宣传】　在植树节、世界献血者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献血法》颁布日、世界红十字日等大型宣传

日，制订实施方案，统一部署，利用社区橱窗等媒介

张贴无偿献血知识，发放宣传海报、手册１万余份。

３月２２日，区献血办与华苑街道办事处志愿者在飞

鸿路，开展“无偿献血光荣，拥抱绿色津城”无偿献

血宣传活动，现场种植树木３棵。４月２８日，联合

区创卫办在长虹生态园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现

场发放宣传材料及纪念品３００余份。５月８日，联

合区红十字会在长虹生态园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

动，现场发放宣传手册２００余份。５月１８日，联合

市血液中心在熙悦汇商业广场开展采血活动，３０余

人现场填表登记，２８人成功参加献血，献血量１０１

万毫升。６月９日，组织１１名无偿献血志愿者在天

津大学津南校区参加“６·９”热血健康跑活动。６月

１４日，联合区卫计委、区红十字会等部门在南开公

园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为市民讲解无偿献血有

关知识，现场发放宣传折页及宣传纪念品２００余份。

各街道社区张贴相关内容宣传海报。８月２４日，在

广开街朝园里社区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为社区

居民讲解无偿献血及献血后待遇等相关知识，现场

发放宣传折页１５０余份。９月，对区属各机关、企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开展无偿献血知识问答活动，回收

答卷２３００余份。９月 ２６—２７日，在天津市血液中

心开展“众志成城二十载，热血汇聚中华情———纪

念《献血法》实施２０周年”南开区团体无偿献血活

动。６０家单位４００余人参加，１２２人献血２４８万毫

升。１１月１９日，在兴南街开展无偿献血宣传活动，发

放宣传手册１００余份。开展无偿献血问卷调查，面向

全区１２个街道１５００名社区居民和１５００名在校学生发

放问卷３０００份，回收率１００％。调查显示，居民无偿献

血知晓率８８６％，在校青少年知晓率９６２％。

【献血实施】　落实国家新录用工作人员无偿献血

工作，建立辖区应急献血队伍常态化模式。组织国

家工作人员献血１６７人次，开展团体无偿献血１２２

人次。建成区应急献血队伍成员１０００人。

（翟剑丰）

体　　育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体育局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体育产业、体育执法等各项工作开展，备战天津

市第十四届运动会，在成年人组、青少年组比赛中

均取得优异成绩。

【群众体育】　以“我要上全运”为主题，举办南开区

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与各街道办事处联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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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花毽、华牌、门球、气排球等１７项群众活动

赛事，利用“８·８”全民健身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

天津市第三套市民广播体操（工间操）培训活动，

４００余人参加。南开区作为全国武术之乡，受邀组

队参加山东菏泽市武术套路比赛，获金牌６枚、银牌

５枚、铜牌４枚；参加沧州国际武术节，获金牌８枚、

银牌６枚、铜牌５枚；参加四川阆中全国传统武术比

赛，获金牌９枚、银牌４枚、铜牌６枚。推动京津冀

体育交流融合，举办三地女足邀请赛，区人大常委

会主要领导、足坛名宿沈福儒、蔺新江等出席。

４月１７日，南开区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式在绿

水园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图为开幕式各代表队（区体

育局提供）

【体育竞赛】　注重以实战检验训练水平，始终坚持

“以赛代训”，组队参加各级比赛，取得突出成绩。

组建由６８７名运动员、１３２名教练员、６０名工作人员

组成的参赛代表团，参加天津市第十四届运动会成

年人组、青少年组共３４个项目比赛。其中，青少年

组别运动员５７５人，参加１９项比赛，获金牌４８枚、

银牌５２枚、铜牌５２枚；成年人组别运动员１１２人，

参加８项比赛，获金牌７枚、银牌９枚、铜牌９枚，总

成绩排名市内六区前列。参加天津市青少年艺术

体操锦标赛、足球锦标赛、篮球锦标赛、击剑锦标赛

等，累计获金牌３３枚、银牌２９枚、铜牌３１枚。全年

向上一级运动训练单位输送体育后备人才１２人。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落实体育场馆建设“五个

一”要求（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６），协调规划调整到位，体

育馆、游泳馆开工建设，体育场选址落地并上报市

相关部门。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引入第三方，完成

３００千米全民健身步道建设规划。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发挥体育协会、社会

体育指导员在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中作用，加强对体

育总会、武术协会等１３个协会、１０个俱乐部业务指

导。全年举办２期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３６２人参

加。年末全区有社会体育指导员２４７１人，其中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６６人、一级４７８人、二级８２２人、

三级１１０５人。

【体育等级状况】　区体育局以 ８所小学、４所初

中、２所高中、１所业余体校构成“８４２１”青少年业

余体育训练体系为基础，以３２所体育传统校和４

家社会俱乐部为辅助，打造全区特色和优势项目，

定期对学校开展调研，听取青少年训练工作情况，

与区教育局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创建足球、篮球、

排球、乒乓球、射击、垒球６个市级单项运动基地。

全年审核一级运动员 ２５人，审批二级运动员 ６９

人，审批三级运动员 ５人，注册确认运动员

２２４５人。

【体育行政执法监督】　区体育局加强对全区２７家

游泳场馆、１家滑雪场执法监督，配合区审批局推动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营业执照审批办理工作，２６

家游泳场馆、１家滑雪场取得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

目相关证件。

（韩丽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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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和社会保障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新增就业６．８８万人，完成目

标１７２％，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３．８％以内。全区

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１９．７３万人，基本医疗保险

２４．８６万人，工伤保险２０．２５万人，生育保险２０．８９

万人，失业保险２１．０２万人，完成全年社保扩面绩效

考核指标任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妥善处理举

报、投诉案件，全年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２５９８件，

审结案件２４４０件，裁决６５４件，调解撤诉１７８６件，

调解撤诉率７３．２％，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就业】　全年新增就业６．８８万人，城镇登记失业

率控制在３．８％以内。落实就业帮扶政策，认定就

业困难群体人员 ７７３６人，其中零就业家庭人员

２７８２人、低保家庭２５７人，“４０５０”人员４１８６人、其

他困难人员５１１人。按期举办农民工“春风行动”

（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７）、就业困难群体就业服务月等活

动。全年组织各类公益招聘会７６场，每场招聘会参

会企业平均５０家，提供就业岗位平均５００个。引导

高校毕业生就业，开展送岗位、送政策、送服务进校

园活动，举办校园招聘会２９场，开展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月活动，提供职业指导、就业推荐近１０００次。

服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采取登记管理方式，年内

实名登记２２３２人，登记后实现就业１８０８人。

【就业对口扶贫】　区人力社保局携带２１００个岗位

信息赴对口帮扶贫困县参加５场大型专场招聘会。

在甘肃省庆阳市环县职专设立“南开区帮扶环县职

业技能培训基地”和“南开区帮扶环县创业致富带

头人培育基地”。开发“扶贫工作小程序”，通过小

程序及时推送适合岗位信息和职业指导相关信息。

举办南开区帮扶夏河县致富带头人与高校毕业生

创业培训班、南开区帮扶庆城县创业培训班、南开

区帮扶环县致富带头人培训班和东西扶贫劳务协

作家政服务培训班，培训４３２人。接待庆城县１１０

名创业致富带头人到津考察学习，就农产品结合电

商为致富带头人进行培训，参观知名企业国安社

区，了解线上线下运营模式。为夏河县４７名党政机

关领导干部举办为期五天的城市规划管理培训班，

区人力社保局邀请规划分局、区市容园林委、区建

管委等单位分管负责人和业务骨干进行授课并交

流座谈。

【创业扶持】　到街道、大学生孵化基地宣传各项创

业政策。注重创业载体建设，多维度培植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强化创业培训，吸引有创业意愿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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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营业执照前参加培训，提高创业成功率。全年

新增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５家，创业培训４２０人，扶

持创业２３２０人。

【职业技能培训】　对各类民办职业培训机构进行

实地查勘，提升培训质量，把规范民办职业培训机

构管理纳入培训管理范畴。对４８家民办职业培训

机构进行质量评估。年检合格４２户，强化民办职业

培训机构依法办学意识，促其自觉遵守《民办教育

促进法》及实施条例。全年审核各类培训班期 ５０

个，培训企业在职人员 １５８７人、失业人员 １４５人。

其中，初级工１１５９人、中级工４０４人、高级工２４人，

涉及电工、制冷工、钳工、有害生物防制员４个职业

工种。

【社会保障】　加大指导帮扶力度，全年排查户籍养

老保险未参保人员３３２６０人。联合有关部门对辖区

９０家定点医药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处理违规医药机

构４０家，约谈整改２８家，解除协议２家，追回医保

基金８９９０．５５元。借助区属各部门工作平台，宣传

推广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等政策信息，提高政策知晓

度。全区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１９．７３万人，基本

医疗保险２４．８６万人，工伤保险２０．２５万人，生育保

险２０．８９万人，失业保险２１．０２万人。年内，退休审

批８２６３人；工龄审定２４９人，工龄更正１０７人，涂改

确认４３６人；高工备案登记 ２１３人，后延退休确认

３９人，确认享受城乡养老保险待遇资格８５人。受

理工伤认定申请７９８件，做出工伤认定７７９件，不予

认定８件；工伤劳动能力鉴定５６９例；审定医疗保险

缴费年限５２２９人。为５４００名失业人员确认享受失

业保险待遇资格、核定享受失业保险金期限；发放

失业保险金１６４２０人１２９２９．８９万元、物价补贴２９５．

７８万元；为同期享受失业保险金人员缴纳医疗保险

和生育保险。新增享受社会保险补贴人员６７７３人，

同期有２０７０３人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　发挥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机制作用，开展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活动。为

企业员工进行合同备案９３００８人，其中新签劳动合

同５１９７５人、续签４０６５４人、变更３７９人。推动企业

工资集体协商，企业工资集体协议５４０份，协商户数

７４７７户，签订工资集体协商率全面达标。

【劳动保障监察】　以企业参保为重点，依法查处用

人单位违法行为。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清理整顿、农

民工工资支付等专项检查活动。区人力社保局被

评为全国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突

出单位。全年受理举报、投诉案件１７０件，办结１３４

件，涉及劳动者３２４人，时效内办结率１００％，为职

工追缴社会保险费２１５．２万元，补发拖欠工资７．８７

万元。开展年度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工作，审查用人

单位７２９６户。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加大案前调解力度，把握调

解期限，增大争议案件调解撤诉率，全年调解撤诉

案件１７８６件。加强仲裁员队伍建设，强化仲裁工作

规范化、信息化管理，提升办案能力。全年处理劳

动人事争议案件３６９９件，其中当年立案２３０５件、不

予受理１１０１件、上年度结转２９３件；审结案件２４４０

件，其中裁决６５４件、调解５９６件、撤诉１１９０件，为

劳动者维权金额２１８８．８０万元。推进全区企事业单

位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设，２３３家企事业单位申报

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调解组织成员６４９人。

（袁令楷）

民　　政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民政局依据各项社会救助政

策，开展各类社会救助审批核查及最低生活保障调

标、复审工作，实施困难群众专项救助与分层、分类

施保相结合的精准救助机制，开展慈善助学、助医、

助困活动。全区有社会救助对象８１９５户１２９４４人，

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２亿余元，实现对困难群众

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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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个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创建美丽社区１３

个，全区４０１个旧楼区在市清洁社区年度考核验收

中总体优良率１００％，南开区获“２０１８年度天津市旧

楼区长效管理工作优秀区”称号。制定出台《南开

区规范社区工作者薪酬管理的实施办法》，落实社

区工作者待遇，开展第六届“５·２３”社工日系列活

动，举办项目书设计大赛，选拔１００名“社会工作项

目管理社工”。成立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筹备

组），注册成立南开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制定《南

开区双拥工作成员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双拥工作职

责》，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国双拥模范城“五连

冠”创建工作和双拥共建活动，推动新形势下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确保优抚人员“惠普 ＋优待”，营造

尊重、关爱军人家属社会氛围，建立退役士兵就业

扶持制度，为１．８万户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悬挂光荣牌，完成２２０１８名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

象数据信息采集工作。全年依法办理婚姻登记

１２３９１件，补领婚姻登记证１７７６件，开具婚姻证明

６３份，收养登记 ２０件，解除收养登记 １件。完成

２０１７年度全区社会组织年检任务，年检率８５％。举

办南开区第二届公益项目创投大赛，举办“京津冀

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论坛”，促进社区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治理能力提升。福利彩票

销售２２７８万元。清明等民俗祭奠期间，开展“都市

文明，集体共祭”，引导居民网上祭扫、鲜花祭扫，依

法清理规范殡葬市场。

【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济救助】　落实社会救助

各项政策，按照审批核查程序，开展各项审批核查

及统计发放工作。春节期间以“扶贫助困送温暖”

为主题开展慰问活动，慰问困难家庭１３０５５户，发放

补助金、慰问金及慰问物品 １３６７．４２万元。４月 １

日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８６０

元调整至每人每月９２０元，城市低收入家庭救助标

准由每户每月２５８元调整至每户每月２７６元。对区

内低保家庭进行调查核实，家庭人口、家庭收入、补

差金额核算准确。全区各类社会救助对象８１９５户

１２９４４人，累计发放各类社会救助资金２亿余元，实

现对全区困难群众动态管理下应保尽保。

【分类救助】　依据《天津市基本住房保障管理办

法》及相关文件规定，受理各类住房保障收入及财

产核查２７２１户，年审４２１户。落实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发放困难残疾人

生活补贴３２６８人１１０１．６３万元、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１０７６７人２６１８．２万元。对全区因突发灾害、大病

医药费支出较大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给予临时性

救助。全年临时救助困难群众８５１３户次１１９１５人

次，发放临时救助资金１６９２．８３万元。开展慈善助

学活动，为优秀困难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入本科录取

第一批次大学生资助４３．７６万元。开展冬令救助工

作，对不具备暖气安装条件５０６０户低保户、特困供

养对象、低收入救助家庭、低收入实物救助家庭，发

放冬煤补贴２５３万元。

【社区建设】　完成１７１个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

作，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肩挑”。以居

民自治规范化、管理手段科学化、办事服务便捷化、

人文环境宜居化、生活方式文明化、群众参与广泛

化为标准，推进美丽社区建设，创建鼓楼街后现代

广场社区、兴南街紫光苑社区、广开街风荷天江社

区、万兴街龙井里社区、学府街照湖里社区、长虹街

芙蓉南里社区、向阳路街燕宇花园社区、嘉陵道街

川南里社区、王顶堤街金环里社区、水上公园街荣

迁里社区、水上公园街观园里社区、体育中心街宁

乐里社区、华苑街地华里社区 １３个天津市美丽

社区。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制定《南开区规范社区工

作者薪酬管理的实施办法》，落实社区工作者待遇。

招聘社区工作者４３人。修订完善《南开区关于加

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的意见》《南开区社区工作

者考勤管理办法》《南开区社区工作者绩效考核办

法》等规章制度。鼓励社区工作者取得职业资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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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新增天津市社区社会工作员３７人，全区１７１４名

社区工作者取得国家或天津市职业资格证书，持证

率９７％。开展第六届“５·２３社工日”系列活动，区

街联动启动项目２０余个，２０００余人次参与。开展

“精英社工”人才培养工程，举办项目书设计大赛，

选拔１００名“社会工作项目管理社工”，提高社区工

作者社会工作能力。

【旧楼区长效管理】　成立由分管区长任组长、各相

关单位为成员单位的旧楼区长效管理领导小组，下

发《关于完善旧楼区长效管理工作机制的意见》。

加大对旧楼区资金投入，区级财政资金标准上调至

每月每平方米０．３３元，把４２９４．３８万元奖补管理资

金纳入各街道办事处预算。指导第三方公司对全

区旧楼区管理情况进行巡查，每季度巡查覆盖率

１００％，组织各街道办事处限期整改巡查发现问题，

全年整改各类问题１７０００余处。结合“双创”工作，

开展旧楼区中期整改复验、旧楼区环境治理百日攻

坚行动、南开区社区环境专项治理等专项行动，全

区４０１个旧楼区在“美丽天津·一号工程”清洁社

区行动年度考核验收达到良好以上等次，总体优良

率１００％，南开区获“２０１８年度天津市旧楼区长效管

理工作优秀区”称号。

【双拥共建】　落实中共中央和市委关于做好退役

军人服务管理和机构改革各项工作的部署要求，７

月６日成立南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筹备组），１０月

１８日注册成立南开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制定下

发《南开区双拥工作成员单位、各街道办事处双拥

工作职责》，指导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全国双拥模范

城“五连冠”创建工作，推动新形势下军民融合深度

发展。落实《南开区现役军人立功奖励办法》，为

１２６名南开籍立功受奖现役军人和驻区部队军人发

放奖励金 ７．５４万元；落实《随军家属就业安置细

则》和部队子女就学优惠政策，安置随军家属７名。

春节前夕，区四大机关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

“八一”期间，区委、区政府慰问天津警备区和驻区

部队官兵，送去价值５０万元慰问品；区民政局与武

警南开中队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区双拥办举办２０１８

年国防教育专题报告会。接收安置４名军队无军籍

退休职工，完成１０１名无军籍人员信息录入工作，为

５０名地方退休人员发放住房货币补贴 ３１０．９７万

元；为１６８名代管地方退休人员、无军籍退休职工发

放调整退休费２７．２８万元。

１月２３日，南开圣婉岭南书画院迎新春“送文化进军

营”活动现场，书画家与部队官兵合影（区民政局提供）

【优抚安置】　落实各项优待抚恤政策，全年发放各

类优抚人员抚恤金及生活补贴１８７３９万元，发放现

役义务兵家属优待金８３９８万元。“八一”、春节等

重大节日期间，召开退伍军人座谈会，为１６万余名

退伍军人家庭贴春联、送慰问信，为２９９名重点优抚

对象发放市区两级生活补贴和慰问金５９８万元并

送“福”字、米面油等慰问品。依托区、街道、居委会

“一中心两站”服务网（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８），为１８万

户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完成

２２５５７名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数据信息采集工

作。落实优抚安置政策，接收军转干部２８名，进入

行政编比例６０％以上；接收退役士官２０人，进入事

业编比例８５％，建立退役士兵就业扶持制度，以安

置、推荐再就业、补缴保险等方式，解决退役士兵就

业困难和失业压力，为１４０名退役士兵发放自主就

业一次性补偿金 ６９１８万元。加强部门间协作配

合，开展信访信件沟通、回复、跟踪、建档等工作，保

障全区涉军群体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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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生活

【社会组织管理】　全区有社会组织３０３个，其中民

办非企业单位２３７个、社会团体６６个；备案社区社

会组织２６８９个。完成上年度全区社会组织年检任

务，应检各类社会组织２５０个，实检２１３个，对３７个

不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社会组织下发《行政告诫

书》，年检率８５％，依法依规撤销休眠社会组织３０

个。围绕能力建设、枢纽辐射、社区基金规划三个

维度，开展区社会组织创益中心运营管理工作，引

领全区枢纽型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举办南开区第

二届公益项目创投大赛，围绕公益创投活动启动

“双百工程”（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９），提升社区社会组织

参与社区服务治理能力。在全市率先举办“京津冀

社区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协同发展论坛”，来自京津

冀三地的社会组织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学者、社

区社会组织代表１０５人参会，探讨社区组织参与社

会治理新路径，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婚姻管理】　破解群众办事难点堵点，６月起，为婚

姻登记当事人免费复印身份证、户口薄等证件证明

材料，推动实现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定期组织业

务学习和研讨交流４次，提高婚姻收养登记员业务

技能和服务水平。在婚姻登记高峰日开展创新工

作，５月２１日，举行国内首个立体结婚自拍框揭幕

仪式，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魏文亮、草根音乐人张

士强以及市区民政局负责人为新人颁证；８月１７日

（农历七月初七），与国安社区天津站联合举办“爱

５月２１日，国内首个立体结婚证自拍框揭幕仪式（区民

政局提供）

在七夕，安心常在”主题活动，为当日登记的每对新

人送祝福贺卡和玫瑰。全年受理婚姻登记 １２３９１

件，其中办理结婚登记７７０５件、离婚登记４６８６件。

补领婚姻登记证１７７６件，开具婚姻证明６３份。收

养登记２０件，解除收养登记１件。严格规范婚姻档

案管理，向区档案馆移交档案１２４２卷。

【殡葬管理】　加大文明殡葬宣传和治理力度，利用

电视、报纸、布标、橱窗等宣传方式，宣传贯彻《天津

市殡葬管理条例》和《天津市城市管理规定》，落实

全国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

议精神，联合市场监管局、发改委等９个相关部门对

全区殡葬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排查和整治，梳理

问题１７条，整改１６条，整改率９４％。４月１日，组

织１００余名亡者家属参加在市第一殡仪馆举行的

“都市文明、集体共祭”活动，接待祭扫先烈仪式 ９

场。中元节、寒衣节期间张贴宣传海报、宣传画和

《致居民一封信》，组织党员、团员、社区工作人员及

志愿者４０００余人在区内主要道路、各次要道路、社

区出口劝导市民摒弃焚烧纸钱等丧葬陋俗，引导群

众采取鲜花祭奠、网上祭奠等文明方式祭奠亲人。

全年为６８３名亡人家属发放丧葬补助１２２．９４万元。

（范立旺）

残疾人事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全区新办残疾人证２３４５件。持

证残疾人２９５０２人，其中肢体残疾１８０８０人、视力残

疾３１２１人、智力残疾２１６４人、精神残疾３１８０人、听

力和言语残疾２２８６人、多重残疾６７１人。区内设有

肢体残疾人协会、盲人协会、聋人协会、智力残疾人

亲友会和精神残疾人亲友会。１２个街道设有残联

组织。召开南开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

完成残联、执行理事会和各专门协会换届工作。新

建嘉陵道街云龙里社区、长虹街雅云里社区残疾人

综合服务站。与北京市顺义区残联签订协同发展

协议，在残疾人康复、托养、文化、人才培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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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合作。与甘肃省环县、夏河县、庆城县签

订扶贫协作协议，提供资金、辅助器具、技能培训等

方面支持。与天津人易宝众创空间有限公司合作，

搭建残疾人就业见习培训平台。制发《南开区残疾

人联合会关于康复中心为残疾人康复诊疗补贴办

法》，发挥区残疾人康复中心作用。

【组织建设】　对全区残疾人工作者进行手语培训，

组织基层残疾人专职工作者培训会、交流会 ９次。

制发《南开区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薪酬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审定核算全区１３１名专职委员工作年

限；认定学历、学位和资格认证情况，调整专职委员

薪酬待遇。完成年度全区残疾人信息动态更新调

查工作，调查全区残疾人２８２０１人，完成率１００％。

【残疾人救助】元旦春节期间慰问困难残疾人１７００

余人。开展“知残情、解残忧，民情调研月活动”和

“知残情，解残忧，精准助残志智双扶”活动，形成调

研报告５篇，全区１２个街道残联通过志愿服务、精

准对接、靶向救助等形式，帮扶残疾人７９５人。办理

残疾人养老保险补贴９７７人，提供残疾人居家托养

服务１３４７人、日间照料服务２２人，对三类残疾人发

放通讯补贴１０６７５人次１９４万元，发放残疾人家庭

取暖补贴４１３０户１６５．２万元，发放残疾人家庭水电

气补贴７２１３户９２．７万元，发放特困急难救助金８３

人，为孤残户缴纳养老保险３３人，为１９３名残疾人

发放２０１７年度重度残疾人医疗救助金。

【康复服务】　为２４３６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服务，康

复服务率９０．６％。适配辅助器具６５９例，审批白内

障患者复明手术 ３６例，贫困精神病患者免费服药

４９６例，脑瘫、智力残疾人、孤独症康复审批１０８例，

肢体残疾人康复训练救助项目３６例，发放轮椅１５１

辆。为８０名盲人及低视力患者开展盲人定向行走

培训。

【残疾人就业】　开展就业援助月活动，实地走访残

疾家庭。审核４５５家企业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为残

疾人个体工商户养老保险补贴申报 １３人次，发放

１０．１７万元。发放残疾人自主创业补贴１０人次５．５

万元。年内组织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和安置残疾人

就业政策推介会各 １场。全年新增就业残疾人

１７７人。

【残疾人教育培训】　为残疾人提供技能培训 ２０２

人、岗前培训２７７人，对参训学员实行“四免一补”

（免餐费、免培训费、免书本资料费、免考务费、补贴

交通费）。为 ６８名残疾儿童提供送教上门服务。

对全区各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和低保双残户健康子

女助学金进行发放，其中发放享受高等以下助学金

５２２人３４．４９余万元、高等教育助学金１６９人３２．２

万元。

【残疾人维权】　全年接待残疾人来访２７人次，其

中处级领导接访１７人次。解答残疾人电话咨询７２

次。收到残疾人来信１封、市残联转办信访 ７５人

次，收到“８８９０”便民热线承办单 １２４件，回复

１００％。与区司法局合作为残疾人提供免费法律咨

询、法律援助６１人。认定下肢残疾人并办理专用代

步车购买手续４６人，发放燃油补助１５３１人。完成

无障碍进家庭改造３１户、无障碍进社区改造１２个。

为视力残疾人配发智能手机８８部，为７７户听力言

语残疾人家庭安装可视门铃与火灾报警一体机。

【残疾人文体活动】　举办南开区第六届残疾人趣

味运动会、“携手同行，共筑文明———南开区残疾儿

童思想道德建设成果汇报演出”和“关爱残儿，共享

阳关”主题活动。为社区残疾人综合服务站配发文

体用品４６９件，各街道、社区开展残疾人文体活动

１６４次。组织陆地冰壶队参加京津冀肢残人冰雪运

动陆地冰壶比赛，获天津赛区团队第二名。组织残

疾人参加天津市第十二次全国特奥日、天津市第八

届“残疾人健身周”、天津市视障人士百科知识竞

赛、免费观看天津大剧院演出等活动，丰富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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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生活。

（邢　博）

红十字会

【概况】　２０１８年，区红十字会以弘扬“人道、博爱、

奉献”红十字精神为主线，以“三救三献”（救灾、救

护、救助、献血、献遗体和器官、献造血干细胞）为核

心业务开展各项工作。年内，取得初级救护员培训

证书７７８人。举办社会各类人群普及性培训，与天

津大学药学院共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开

展红十字会博爱送万家、博爱助残、博爱助孤、博爱

助老、博爱助学等多种救助活动 ５次，３００余人受

益。为爱心单位、爱心人士搭建奉献爱心活动平台

２次，３０余人次受益。慰问困难群体和个人４人次。

举办“博爱蓝天·唱响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建

党九十七周年文艺演出。“八一”建军节前夕，到武

警天津总队三支队六中队和消防南开支队九中队

慰问官兵。举办“同在蓝天·爱心同行———南开区

红十字爱心药箱进社区”活动。加强人体器官捐献

组织体系建设，年内全区遗体捐献新登记１２人，累

计登记 １０２人；器官捐献新登记 １８人，累计登记

１７２人。

【应急救护培训与基地建设】　依法开展初级应急

救护培训和普及性培训５０余场２０００余人次。４月

８—１２日，区红十字会在天津大学药学院举办“２０１８

年南开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培训班”，天津大学

药学院教师、街道社区干部、红十字会干部４１人参

加培训，对通过考核的学员发放《中国红十字会救

护师资证书》。４月１９日，区红十字会与天津大学

药学院共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

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举行。副区长、区红十字会会

长沙红和天津大学药学院院长Ｊａｙｓｉｅｇｅｌ教授共同为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揭牌。区红十字会编辑《急救互

救小常识》向学院师生发放２００余本。为基地配发

培训器材、购置有红十字标识创意坐墩５０个。

【人道救助】　元旦春节期间开展“红十字博爱送万

家”活动，救助低保边缘户３７５户次，发放米面油慰问

品；开展“博爱助残”活动，慰问残疾智力残疾儿童，发

放慰问品１．６万元；开展“博爱助老”活动，与普家乐

养老院建立爱心活动基地，配置 ＬＥＤ电子屏、空调、

小舞台、椅子等基础设施约８万元。重阳节前夕，为

老人发放１００套床上用品和１００套保暖内衣。

【活动宣传】　６月２２日，由区红十字会主办、普家

乐养老院艺术团承办的“博爱蓝天·唱响中国梦”

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七周年文艺演出在南开区养

老中心举行，区红十字会现场赠送《老年人养生保

健基础知识》实用手册１００余本。“八一”建军节前

夕，购买近４０００元消夏饮品，慰问武警天津总队三

支队六中队和消防南开支队九中队官兵。８月 ２

日，区红十字会举办“同在蓝天·爱心同行———红

十字爱心药箱进社区发放仪式”在华苑街天华里红

十字应急救护培训中心举行，市、区红十字会，街道

办事处负责人和社区红十字志愿者代表６０余人参

加活动，向１２个街道办事处和各社区发放红十字爱

心药箱１９０个，参观华苑街天华里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中心，志愿者为社区居民讲解红十字应急救护、自救

互救等知识，华苑医院医生为社区居民义诊。

６月２２日，“博爱蓝天·唱响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

建党９７周年文艺演出在区养老中心举行（区红十字会

提供）

（齐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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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街道

【概况】　鼓楼街道位于南开区东北部，辖域东起海

河，西至西马路，南临荣吉大街、兴安路、南马路，北

抵北马路、通北路，面积２１１７平方千米。划分９个

社区。户籍居民２７２２７户６４３７３人。除汉族外，有

回族８４３户２２１７人、满族２４０户７６０人、蒙古族５３

户１９５人。辖区有天津民俗博物馆、古文化街、天后

宫、文庙、广东会馆、鼓楼商业街等旅游景点。驻有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天津市消防局等市级单位。有高级中学１所，

小学１所，幼儿园２所，医院２所。公安派出所２个

（文化街派出所、鼓楼派出所）。新安购物广场、天

佑城、富力广场、乐天百货等工商服务企业坐落

界内。

【街域经济】　鼓楼街帮扶工作组实地走访企业１５１

次。７０家企业登陆政企互通平台，其中３９家企业

提出９１个问题，问题收集率１３０％。开展全国第四

次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对涉及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开展“地毯式”清查。核实区统计

局下发企业１９１４家、个体１１７１家；落实经营地点，

找到企业１１００家、未找到８１４家，清查无遗漏。网

上平台录入上报企业１５８３家、个体２７０２户。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居民区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通过市级创建国家卫生区病媒生物防制达标

验收。开展道路环境清整，加大对垃圾车辆、乱倒

垃圾户和门店整治力度，对主要街道环境卫生及垃

圾死角进行清理。全面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清理各小区楼道内非法小广告、窗贴、ＬＥＤ标示牌

５００余处，清理门前垃圾、破旧家具、小区内生活垃

圾、房杂土等８００车次，清理道路垃圾堆物、布标５０

余处，清理违法占路摆卖２０余处，改善社区环境卫

生，确保全街域沿街底商整洁规范有序。９月始，每

周六开展“万名干部进社区”活动，组织各社区居委

会、物业和社区志愿者清理各小区楼道间非法小广

告５０００余处，清理各小区内破旧家具、堆物堆料等。

全年拆除违建１４３处，冻结１４６户别墅区产权交易，

拆除违章１．８９万平方米。开展餐饮业、服务业油烟

专项治理，排查商户６３家，督促１９家未按规定安装

油烟净化设备商户整改到位。

【民生服务】　社会救助窗口接待来访群众１６２４人

次，办理社会救助 ３４５人次，发放救助金 ６９．６８万

元，办理发放刑满释放人员补贴２４人次。办理低保

４３户、特困人员分散供养４户、低收入困难家庭４

户。４月份为６３９户低保家庭、３７户特困分散供养

人员、１６户低收入困难家庭进行低保调标工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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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受理审核新增家庭核查收入信息１２７户。受理廉

租住房补贴申请１８６户，全部发证；受理廉租住房实

物配租补贴申请９户；受理经济租赁住房租房补贴

２４８户，全部发证。办理百岁老人营养补助费５人，

办理老年优待证４５２人，发放敬老卡３６７人，补办敬

老卡２４７人。鼓楼街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于１１月２１

日注册，１２月６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和理事会，

选举产生协会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理事，街道党

工委负责人出席并颁发聘书。

【劳动服务保障】　开展劳动服务业务窗口规范服

务，完善基础管理工作。全年新增失业人员存档１１９４

份，就业安置２０６人，办理就业援助１６９人，其中零就

业家庭６０人、４０５０人员９２人、单亲家庭１４人、长期

失业３人。新增领取失业救济金４５９人，新增灵活就

业保险补贴４１８人。通过职业介绍、困难认证帮扶，

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灵活就业和享受社保补贴。

办理网上职业介绍信息录入１１２人，为３６名小额贷

款申请人开展创业培训。人事代理城镇职工保险服

务３７００余人，办理退休手续１２２人；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参保１１９人（其中重度残疾参保５４人），城乡居民

养老退休１０人，“五七工”（见２２３页注释９０）参保１

人，异地养老金领取认证１２０人；病退申报审批６人；特

岗申报审批２５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２５５４人，报

销医药费１１２人；办理老年人生活补助终止５２人；办理

社会保障卡１３５０张，发放社会保障卡１４４８张。

【平安街区建设】　落实安全生产属地责任。聘请

安全评价专家对街域内全部单位开展隐患排查三

轮次，查出和督促整改问题１０７４个。聘请消防安全

评估机构对平祥大厦小区９栋高层民用建筑及附属

１５个底商进行地毯式排查，查出隐患２３９个，街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科向普惠物业公司下达限期整改

函，督促整改落实。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宣

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成果及食

品安全科普知识，现场发放宣传材料２００余份，接受

群众咨询１００余人次。接待群众来信、来访、来电，

进行解释和疏导。办理信访专网信访件７９件，办结

６１件，办结率７７．２％；办理“政民零距离”反映件１５

件，办结率 １００％；办理“区长电子信箱”反映件 ３

件，办结率１００％；办理“８８９０”便民服务热线承办单

１２００余件，按时办结、回复率１００％，满意率１００％。

【社区文化】　组织青少年寒暑假主题实践活动。

以“描绘美丽学府，点赞幸福南开———手绘文明

城·争做好少年”为载体，引导青少年争做创建文

明城区好少年。在崇化中学举办南开区第 ２８届

“飞雪迎春老城新韵”鼓楼街百姓春晚暨慰问崇化

中学春节留津新疆学生文化志愿专场演出。举办

“纪念周恩来诞辰１２０周年、缅怀革命先烈”诗歌朗

诵会、“我们的节日———‘七夕’南开之夏”鼓楼街文

化活动专场、鼓楼街庆端午传统文化展演。在第１５

个世界献血者日，各社区开展“为他人着想，捐献热

血，分享生命”宣传活动。１１月末，街道文化中心由

祥丰社区迁址至海河社区，并通过市委市政府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实地验收。

【基层党建】　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理论

中心组带头学、领导干部示范学、专题研讨交流深

化学、支部组织常态学、党日活动实践学等形式，开

展理论中心组学习３６次、支部学习４６次，集中廉政

教育８次。召开工委会、工委扩大会４１次，研究部

署全面从严治党及党建工作３０次。街道党工委班

子成员研究、听取部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工作１８次。召开街道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提

出相互批评意见２２０条，制定整改措施５８项。所属

机关支部、社区基层党支部和“两新”党组织（见２１９

页注释４）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

作，查摆问题１０４条，制定整改措施８５项。

（董　雪）

兴南街道

【概况】　兴南街道位于南开区东部，辖域东起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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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街，西至南开五马路、南丰路，南临长江道、南

京路，北抵南马路，面积１．７平方千米。划分９个社

区。户籍人口１８６４３户４７９８７人。除汉族外，有回

族５１０户１４６１人、满族９９户３５５人、蒙古族２６户

１１０人以及朝鲜族、土家族、壮族、黎族、锡伯族、俄

罗斯族等１５个少数民族２６户１０１人。界内有南开

中学、育红中学、南开中心小学、五马路小学，幼儿

园３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周恩来青年时代在

津革命活动纪念馆、今晚报社、中国石化天津石油

分公司、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南开医院、大悦城、

家乐福超市海光寺店、清真东大寺坐落界内。２０１８

年，有低保户４００户６３７人、低收入家庭救助１９户

４６人、特困供养 ４８户 ４８人、临时救助 ６２１户 ９０８

人。全年完成４９对已婚育龄妇女免费孕前优生检

查，组织辖区孕龄妇女健康查体１６０人，办理一孩

服务证１５６人、二孩服务证１００人，再生育审批 １

例，网上审批一孩２７例，二孩９例。为７７名失独

人员办理特殊家庭家政服务补贴。办理“８８９０”便

民服务热线承办单１４９８件、“智慧信访信息系统”

来信 ６４件、“政民零距离”３０件，回复率均为

１００％。完成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落实“双

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加大创文创卫力度，开展创

建文明城区主题活动，加强社区建设，推进“平安

兴南”建设。

【街域经济】　落实市、区“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部

署，成立５人工作组，并以社区为单位成立９人社区

工作组，对街域内限额以上企业（见２２３页注释７９）

进行全面核实，新增确定规模以下、限额以下企业

（见２２３页注释９１）８６家，实现“双万双服促发展”

政企互通服务平台登录率１００％，开通率１００％。全

年走访服务企业２６９户次；组织各层面政策宣讲活

动９次，参加宣讲人数 １３８人；印发宣讲材料 ２０３

份；召开问题协调会３场，４１家企业提出问题 １０６

条，其中属街道解决问题１３个，解决率１００％；处级

干部包联企业３家，面对面沟通问需帮扶１２户次，

提出并解决问题８条，企业满意率１００％。

【民生保障】　全年发放低保户４００户６３７人低保

金７３９．９６万元、工商业者１０户１０人１１．５５万元、

低收入家庭救助１９户４６人８．１７万元；发放特困供

养４８人生活费１００．３９万元、照料护理补贴２６．２４

万元；发放临时救助６２１户９０８人救助金１２９．２２万

元。发放异地无口人员生活补助１人５５７５．２元，发

放救济对象元旦春节慰问金１人１５０元，报销低保

家庭子女本科第一批次录取学费７户２．２６万元，完

成低保、低收入家庭救助及低收入实物救助待遇家

庭供热补贴１３４户７．４８万元。依据“一门受理、协

同办理、阳光操作、当场办结”工作模式，推行“全科

政务服务”。重点推进“一制三化”（承诺制、标准

化、智能化、便利化）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打造和

谐政务服务软环境，为群众提供服务。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按照区创文创卫总体要求，

开展社区环境大清整，出动人员８０００余人次，雇用

各类车辆 ２５００余辆，清理生活垃圾和建筑渣土

７４００余吨。其中，清理楼顶堆物１１９处、楼道垃圾

４００１处、阳台吊挂６３３处、堆物堆料１６２９处、污损

垃圾筒１５０个、绿地杂物１６９处、树挂垃圾１１５处，

清除小广告９０００余张，对紫光苑、昆裕里及源德里

进行４次大规模清理，清理垃圾约１２００吨；清理二

马路平房、５０号大院、凤仪里堆积垃圾 ９００余吨。

拆除违章、圈占１３０９余处１３９７５平方米。提升改造

源德里、华育里等４个自然小区硬件设施。悬挂爱

国卫生运动标语２２６条，张贴社区宣传海报５００余

份，清理小区饲养家禽家畜１８处，在各社区及辖区

单位开展灭鼠宣传５２次。

【“平安兴南”建设】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

造“有黑必扫、有恶必除”社会氛围，完成怀庆里社

会治安重点整治任务，实现全年零发案。落实民心

工程，把１９个小区２４１个技防摄像头接入区共享平

台，实现区、街、所、社区互联互通。发挥群防群治

队伍作用，发动平安志愿者３０００余人次参与安保协

防“平安行动”，维护街域治安形势稳定。以社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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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面向居民开展法律宣传、咨询、援助８０余次，基

本形成法律进社区一站式服务。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与各社区及生产经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

任书》６００余份。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进行四轮安全生产隐患大检查专项行动，排查摸清

街域内生产经营单位最新底数和安全隐患状况。

利用各社区宣传教育阵地，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印制并悬挂安全宣传横幅２２０条，发放宣传材料

１５８００余张，开展各种形式安全生产宣传活动 １９６

次。开展老旧小区消防设施安全隐患排查、电动自

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大型商业综合体消防安全

专项整治、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春夏火灾防控、

冬春火灾防控等多个消防安全专项行动，推进“微

型消防站”建设，９个社区微型消防站建成并投入使

用。全年各社区、辖区单位开展应急逃生演练２０余

场，参与消防疏散演习１０００余人次。

【精神文明建设】　以深化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为重

点，在社区开展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建成创文示

范社区 ２个、创文示范道路 ２条、社区道德讲堂 ９

个、特色文化楼门 ５０个、社区宣传教育电子屏 ２７

个，新建宣传栏７０处。制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

党的十九大宣传展牌６００余处，发放各类宣传品５

万余份，入户宣传３．５万余户，开展创建文明城区主

题文艺汇演、“我们的节日”等文明创建活动 ３３０

场。在《文明南开社区读本》出专刊９期，推荐 １２

名社区身边典型参选“天津好人”。以“乐读、智读、

积极、向上”为活动宗旨，组织开展兴南街第五届读

书月活动。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线，举办“允公

社区大讲堂”专题辅导讲座３场，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为主题开展宣讲活动３５

场。组织拍摄“我心目中的十九大”最美家庭宣传

片。开展“好家风好家训”宣传展示活动。加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１０场、思想道德教育１５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５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５场；“三

八”国际妇女节期间，以“展女性风采，担时代重任”

为主题开展纪念活动。

【社区建设】　以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为重点，

围绕创建美丽社区、网格化管理、社工队伍建设、公

益创投项目以及居家养老服务等开展工作。７月，

完成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依法选举产生居委

会班子成员２７人、义务制委员３６人。开展紫光苑

社区创建美丽社区工作。开展昆裕里社区美丽社

区“回头看”迎检工作。完善社工队伍建设，实行社

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聘任制，规范社区工作者薪酬

管理，开展社区工作者网上继续教育、社区工作者

职业水平考试工作。组织“提升沟通能力，拥抱阳

光情绪”社工日主题活动，举办“提升社工沟通技

巧”和“情绪压力管理”２场培训会。培育入选区级

社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与天津恩派社会组

织培训服务中心确立合作关系，筹备首届街级社区

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大赛。

【基层党建】　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展为期

５天科级干部集中轮训。深化“维护核心、铸就忠

诚、担当作为、抓实支部”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组织

开展向邓小东、张磊先进事迹，向黄群为代表的抗

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继才学习等活动。落实区委

组织部开展以“增活力、强功能、树先锋、创品牌”为

主题的基层党建工作创新竞进年活动１８０人次。组

织街道“大培训、大走访、大谋划、大提升”活动４７６

人次。开展“两新”组织党员排查和组织关系转接

工作。排查“两新”组织从业人员１４８１９人、“两新”

组织１１９８个；转入“两新”党组织１３人。单独新建

党支部１７个。

【群团工作】　全年新增工会组织建会企业３５家、

工会会员３９６人，办理工会会员服务卡１１２张。组

织参加区总工会“弘扬宪法精神———宪法修正案精

神解读”培训，参加“坚持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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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精华与感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日常工作生活中女性情绪管理与压力疏导”等

主题讲座。组织团员青年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唯真求实、服务青年”主题大调研活动，团工委

到各团支部开展座谈调研５６人次。完成重点青少

年排查摸底６６人，对紫光苑社区和源德里社区２户

品学兼优困难学生家庭进行房屋装修，改善学习生

活环境。组织青少年学法自护及社区公益课堂活

动２６场，３００余名青少年参加。

（徐　鑫）

广开街道

【概况】　广开街道位于南开区中北部，辖域东起西

马路、南开五马路、南丰路，西至津河，南临长江道，

北抵西关大街，面积１．７平方千米。划分 １３个社

区。户籍人口３１７２６户９０９８２人。除汉族外，有回

族８７２户２５２６人、满族１９９户１０８２人以及壮族、黎

族、土族、蒙古族等３０个少数民族１１７２户４３６０人。

界内有大中专院校各１所、中学２所、小学３所、幼

儿园２所、医院３所、公园２座、天主教堂１座，金融

机构３１家。设有地铁“广开四马路站”和换乘站

“西南角站”。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天津市总队第三

支队南开区巡逻中队、天津市消防总队南开支队五

马路中队、规划分局、区检察院、公安南开分局户籍

管理中心、区教育局、区卫生计生委、区房管局、区

综合执法局、天津市美术中等专业学校、第五十中

学、第二十五中学、五马路小学、永基小学、南开五

幼、危改纪念广场、南开花园坐落界内。

２０１８年，２５个小区在市民政局对旧楼区长效管

理常态考核中达到良好（８０分）水平；风荷天江社区

被评为天津市美丽社区。全面治理西关大街脏乱

差顽疾。办理劳动保障、民生保障、人口与计划生

育、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事项３８项１．８万余件。发

放一胎生育服务证３０４例、二孩１５８例、政策内多胎

登记１１例。发放独生子女费３４３１５元，录入新婚卡

片６６２例。全年组织已婚未孕夫妻体检８３对，完成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入户调查工作８０户。慰问特别

扶助人员１３４人，组织陪同失独人员进行免费体检

５３人。

【街域经济】　街道处级领导干部带队走访企业，建

立沟通机制，结对子、包任务、解难题，提高问题收

集率。走访、核实企业６５家，确定线上服务企业６３

家。发放培训邀请函６２份，对２８家企业和社区居

委会统计员开展培训，发放宣讲材料４５份，组织宣

讲１１次，参加培训４９５人次。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

普查摸底工作，普查法人单位１０００余家，个体工商

户２０００余户。

【社区环境整治】　抓住创文创卫契机，清理１１个

小区１２０个楼门堆物堆料及日常生活垃圾２０００余

车、４０００余吨。开展“万名干部进社区百日会战清

环境”志愿服务活动８次１３００余人次，清理拆除社

区私安地锁２０００余个、僵尸车辆３０余辆。４月２８

日至５月２９日，开展西关大街清理工作，完成公告

宣传、入户动员、清拆清运多项工作，与红桥区铃铛

阁街形成联动机制，清理占路经营摊贩５３０余户，拆

除违法建筑１５０余间４２００平方米，拖运僵尸车１１

辆，规范共享单车停放秩序２００余辆，清运垃圾堆物

５００余吨，恢复道路通行功能，解决西关大街脏乱差

难题。落实环保督察问题“回头看”整改工作，自查

环保件６４件，整改完成３４件。清理散煤用户３５８

户，回收蜂窝煤３万余块，煤球１００余千克，发放无

集中供暖居民现金补贴款８．７万元。全面落实河长

制，定期巡河２６次，发现问题上报解决５处。开展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清查工业企业１５００余家。

开展餐饮业油烟污染专项整治，查处餐饮商户１００

家，安装油烟净化装置９７家。取缔露天烧烤点位

７０处，查扣炉具１００余个。加强日常环保巡查，上

报扬尘事件２４９起。规范建筑外立面容貌，查处新

建违法牌匾１５０余处、违章修改外檐装饰２００余处，

清除橱窗贴画１万余处、布标幔帐１５００余处、外摆

信息牌３０００余处、招贴小广告５万余处，拆除外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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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Ｄ显示屏４００余处。

【社区建设】　风荷天江社区被评为天津市美丽社

区。健全旧楼区长效管理机制，２５个小区在市民政

局考核中达到良好水平。指导台北花园、广泽名

轩、广泰园、广林园、卫安南里小区完成业主委员会

换届选举，帮助兴云里、台北花苑、卫安南里、凯立

天香家园小区选聘、续聘物业企业。完成社区居委

会换届选举。依托广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建设社区工作者事务所，签订合同１０６人，首次聘任

社工专业人才４３名，其中社工师８人、助理社工师

３５人。开展第六届“５·２３”社工日活动，举办“我为

‘双创’出份力，我为广开添光彩”主题演讲比赛，参

赛６３人。格调春天社区文明养宠物倡导服务项目

获区第二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大赛项目设计奖。

各社区开展禁烟宣传，张贴禁烟标识５０００余张。组

织１１支健身队伍参加区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

为危改广场安装体育路径运动器械３５件。级升里

评剧团在社区举办演出９场。通过天津市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实施考核验收。

【劳动保障】　年内，新增失业人员６８５人、新生劳

动力５８人，农村立档１５人，正常迁入１５６人，正常

迁出９３人，招工提档案４２０人，退休提档案１８３人。

新增领取失业金１０５１人１０９２万元。新参加缴纳养

老保险４５５人，继续缴纳１９７０人，灵活就业缴纳养

老保险２４８０人。办理退休手续２１１人。发放老年

人生活补助７５５人９５万元。办理社会保障卡１６２２

张。办理“十种困难人员”（见２２３页注释９２）就业

援助认定６５１人。

【社会救助与住房保障】　有低保户 １１５８户 １８７４

人，发放低保金１８６万元。发放扶贫助困款１６９６户

２４９４人２５５．７１万元。有残疾人３１１４人，享受重度

护理补贴１０６５人、生活补贴４８５人，上报冬季取暖

补贴４５２户、教育助学补助６８人，享受残疾人通讯

补贴５６７人、水电气补贴５０４人、康复救助治疗补贴

３人。享受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３人。复核精神病

人服药３８人。发放轮椅１２辆、盲人智能手机７部。

发放重残大病救助２１人１５．１６万元。登记上报残

疾人燃油补贴１７７人，组织参加免费体检８１人。完

成复员退伍军人入户登记８９８人，悬挂光荣牌２４９

户，重点优抚对象１６人。办理老年证１０６８本，发放

老年乘车卡１２００余张，发放副食补贴５０７人４．５万

元，享受居家养老补贴２７９人。住房补贴审核新收

件２２０件，办结限价房２６件、非补贴公租房２１件、

经济租赁房补贴８９件、廉租房补贴１１４件、廉租住

房实物配租补贴２件，办结经济租赁住房租房补贴

和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年度审核４２件。

【社区安全】　依法处理信访问题，接收区信访办转

件１０３件，办结９７件，办理回复“８８９０”便民服务热

线承办单１７３０件。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出动９４８人

次，检查企业１２７０家，发现安全隐患１８６２余处，整

改１７８０处。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排查矛盾１９８

件，化解１７６件，利用“四书两会一平台”（见２２３页

注释 ９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模式，查处群租房 １７

处，取缔９处。出动平安志愿者安全巡视 ７５００人

次。开展禁毒１１０人次，反邪教宣传７６人次；发放

重度精神病人看护奖励１２８人３０．３２万元。

【党建与群团工作】　领导班子成员履行“一岗双

责”，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９份。举办“维护核

心、铸就忠诚、担当作为、抓实支部”主题教育辅导和

培训３０余场，组织党员干部学习考试答题１０余次

１０００余人次，组织观看红色电影４场２５００余人次。

全年进行纠“四风”集体教育２次１０７人次。查摆问

题或风险点２５８条，制定对策措施２５８条。组织机关

党员干部和社区主要负责人、社区纪委书记和专职党

务工作者分批收看廉政教育片《警钟》１３３人次。运

用第一种形态谈话３２人次，廉政提示提醒谈话３４人

次，履职谈话９１人次。成立不作为不担当问题、扫黑

除恶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接收来件２４件；开展不

作为不担当问题治理专项谈话１２次、扫黑除恶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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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集体谈话３２人次。完成人大代表换届补选工

作，健全完善人大代表工作站７个，配备办公设施，推

进“代表之家”建设。工会实现建会、建制、和谐企业

创建三项指标全覆盖，完成率１００％。街道团工委获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凯兴天宝公寓社区团支部获优秀

团支部称号，获评区级优秀团干部１名、区级优秀共

青团员５名。完成社区妇联换届工作，举办“法治南

开巾帼筑梦”法律讲堂，开展“庆祝三八妇女节·助

力创建全国文明卫生城区”活动。制作创建文明城区

宣传展牌４５０块，入户发放宣传单６万余份，宣传品３

万余份，开展志愿服务３万余人次。

（张　雪）

长虹街道

【概况】　长虹街道位于南开区北部偏西，辖域东起

津河，西至咸阳路，南临长江道，北至南运河，面积

２．６３５平方千米。划分１３个社区。户籍人口２．５１

万户６．５万人。除汉族外，有回族４９３户１１１８人、

满族７８户 １６４人、蒙古族 ２１户 ３６人以及维吾尔

族、苗族、壮族、彝族等１０个少数民族２５户４１人。

界内有长虹生态园、南开文化中心，有天津市广育

专业技术学校、南开职专２所专业技术学校，中学３

所，小学３所，幼儿园２所。有天津市血液中心、黄

河医院、天津怡泰医院、汶水医院、咸阳路医院等医

疗卫生单位。中共南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

府、区政协坐落界内。

２０１８年，加强对重点企业帮扶力度，制定《长虹

街“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实施方案》，提高服务水

平。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净化美化街道环境。按照

“主干道严管，次干道严控，街巷逐步规范”工作方

针，改善市容环境。推进社区建设，实现优抚服务

全覆盖，民生保障工作上水平。深化“平安社区”建

设。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推进从严治党

规范化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工作氛围。

【街域经济工作】　成立“双万双服促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制定处级领导干部包联重点企业制度，走

访街域重点限上企业１０家、走访８８家平台企业（见

２２４页注释９４），发放宣传材料９６份，帮助街域内重

点服务企业登录企业政企互通帮扶平台，收集有效

问题９５件。推进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各阶段工作，完

成法人单位调查１７７３户、个体户调查１７８６户，完成法

人底册核实工作４３２２户。对区统计局下发名录库中

单位进行精确清整，提高企业信息准确性、真实性。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全面优化社区环境，对长江

道、黄河道、红旗路、咸阳路、芥园西道等主干道和

汶水路、天明街、津河南路、旧津保路等次干道路及

翰园里、临潼西里、建华里、红汾西里、幸福南里等

小区进行整治，治理占路经营和商户乱摆乱卖１０００

余处，拆除私搭乱盖１６７４处２２８８４平方米，清理乱

堆杂物４４０处８５０吨，清理僵尸车４４辆，清理乱涂

乱画、乱贴小广告９４４７处，治理饲养家禽点２６处，

治理侵占绿地７５处、侵占健身用地及器材现象１３

处、私装地锁１７１处、小区内路面坑洼和积水８０处。

【民计民生】　把符合低保条件居民全部纳入保障

范围，做到实名制动态管理。年内新增低保户４３户

７５人，有低保７５６户、低收入家庭救助４户９人、特

困供养５户５人。注销低保户６６户１０３人、低收入

６户１７人、特困供养 １户 １人。临时救助 ４３１户

７１０人。开展助残活动，为２６２９名残疾人提供休闲

娱乐项目。建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１４个，对重点

优抚对象和复退军人等１２类人员进行信息采集、为

其补缴保险及提供临时困难补助、统计求职意向及

介绍工作，实现优抚服务全覆盖。

【就业与社会保险】　全年新增失业登记人员 ８２６

人，领取失业救济金人员５８６人，办理灵活就业保险

补贴６４５人，招工提档２３７人，档案迁出２２人，人事

代理城职社保３１５０人次，正常退休１５８人，病退申

报１０人，就业困难人群认定６７８人，社保卡申办８８４

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征缴１１８人，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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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缴２５７５人，城乡居民医疗费报销９８人，企业劳动监

察６００户。开展技能培训，采取“知技能、问需求、选好

岗、送到家”四步法确保就业困难群体帮扶成功。全年

开展专场招聘会３次，１００余家企业参展，提供就业岗

位１０００余个，现场达成就业意向５００人次。

【平安社区建设】　开展消防安全示范社区创建活

动，发放《致居民消防安全一封信》２万余封，开展家

庭防火知识讲座５次。开展平安创建活动，投资维

护摄像头１７０余个，５３个自然小区接入区共享平

台，实现社区路口全覆盖，提高辖区治安防范能力。

完善街、社区、物业、家庭“四位一体”安全防范体

系，把广灵里社区列为年度街级社会治安重点整治

对象，可控性案件发案率下降８％。组织开展安全

大检查，聘请专家联查排除和整改隐患２９２６处。

４月２日，长虹街道组织成员单位在长虹生态园内开展

综治宣传月主题活动（长虹街道提供）

【创文创卫工作】　持续加大创文创卫工作宣传力

度，更换街域道路破损及过时公益宣传展牌３００余

块１０００余平方米，制作张贴海报６０００余张，在楼门

口张贴《致居民的一封信》１５００封。引领群众主动

参与文明城区创建活动，组建义务巡逻队、青年创

文突击队、理论辅导队等志愿者队伍６５支，开展清

整环境卫生、摆放共享单车、文明交通服务、平安巡

逻等志愿服务活动１２７次。打造平陆东里、盛达园

创文主题示范社区和黄河道（安康路以西至咸阳

路）、红旗路（加油站以北至津河南路）创文宣传示

范路。推进“万名干部进社区，百日会战清环境”活

动，参与集中清整４７００人次，助力南开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

【基层党组织和社区队伍建设】　深化“五好党支

部”创建工作，落实基层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

结合纪念建党９７周年，开展“千名书记讲党课”活

动９３场次。组织开展街道“党建带共建、服务惠民

生”主题党日活动２２场，２２家共建单位参加。“双

联系”（见２２４页注释９５）慰问困难党员１８９人，慰

问特困党员、群众６６人。全年使用社区服务群众专

项经费２４４．４万元，提升社区党组织服务水平。加

大对辖区５９５家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组建党组织力

度，对“两新”组织逐户摸排、走访，全年新建独立党

组织５个。开展“大培训、大走访、大谋划、大提升”

活动，制定《２０１８年长虹街社区工作者培训方案》，

以培养“全科社工”为目标，提高社区工作者综合素

质能力，为１３个社区１０７３个楼门安装社区网格公

示栏。

（徐　谦）

向阳路街道

【概况】　向阳路街道位于南开区西北部，辖域东起

咸阳路，西至芥园西道、陈塘庄铁路支线，南临长江

道、密云一支路，北抵南运河，面积１０平方千米。划

分１９个社区。户籍人口４．０９万户１０．５８万人。除

汉族外，有回族 １１２０户 ３０１４人、满族 １９４户 ７２４

人、蒙古族５５户２４３人以及苗族、壮族、朝鲜族、土

家族等１８个少数民族３８户１９０人。界内有中学２

所、小学５所、幼儿园６所。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天

津市针织运动衣厂、中铁二十三局集团电务工程有

限公司等大型企事业单位２８家，新南马路五金城、

天津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熙悦汇购物中

心坐落界内。

全年办理区委、区政府信访留言督查件１０６件，

办理信访专网８３件、“８８９０”便民服务热线承办单

４４００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申报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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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５人，收取零散税源７５００元。对“菜篮子”

工程摸排统计５９家。完成经济普查、劳动力、农民

工和人口变动调查等工作。２０１８年，一孩生育登记

５１２人，二孩生育登记 ２３２人，再生育审批 １２人。

新生儿出生登记７５７人，新婚登记录入９４５人。审

核享受独生子女特别扶助金６３４人，申请独生子女

伤残死亡特别扶助金７１人，协助办理特别扶助保险

６９５人。

【街域经济】　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对街

域经营的全部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核实清查，

上报企业１３９５家、个体经营户２４１３户，其中有执照

的个体工商户１３７２家。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

动，制定《向阳路街“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七项制

度》，编印服务手册，分发到各社区及平台企业３００

册。走访企业５６家，电话回访企业４００余次，接待

来电来访５００余次。通过政企互通信息化服务平台

收集政策咨询和反映问题 １０４个，问题答复率

１００％，协调和帮助企业解决问题６个。

【民生保障】　新增低保 １０６户 １８３人，注销低保

２６５户４３１人，有低保户１１３２户１８５９人，发放低保

金１７９．７４万元。新增低收入家庭救助１８户３０人，

注销低收入家庭救助２４户４９人，发放低收入家庭

救助５２户１０３人１．４４万元。有特困供养９１户９１

人，发放保障金２０．７６万元。春节前为困难边缘户

发放米面油慰问品３９０份，组织“新春圆梦”活动，

慰问困难户３２户，发放慰问品１．６万元。加大城乡

贫困群体大病医疗救助力度，发放临时救助９１８户

１３６３人１９０万余元。为残疾人家庭申请急难救助

金２户５０００元。为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２０４

人，为听力、视力残疾人安装可视闪光门铃３７人。

办理各类残疾证４２１本。办理廉租住房租房补贴

１４５户，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１５０户，发放租房补贴

资格证２９５户。办理经济租赁房租房补贴年度审核

１６户、廉租住房租房补贴年度审核４７户、公租房收

入核查１０３户、限价商品房收入审核３３户，实物配

租２户。办理社保卡 ２２９２张，接收失业人员档案

１５１４６份，办理就失业证８４８本，办理城镇职工保险

参保８４７３人，办理城镇职工退休３３０人，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５２４６人。

【社区建设】　完成宜君里小区环境整体提升改造

基本建设投资项目工作。申报燕宇花园社区为美

丽社区，居委会办公面积达到３００平方米。完成１９

个社区换届选举工作，配齐配强社区“两委”班子。

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２２０人，党务工作者４０人。按

照“双百工程”（见２２３页注释８９）要求，聘请天津恩

派社会组织培育服务中心团队负责社工训练营整

体项目设计及实施。全年投入３７９．９９万元用于６５

项服务社区居民工程建设，改善４个社区居委会办

公条件和居民活动场所，推进社区基础设施达标建

设。为１４３３户独居老人和部分残疾人家庭配备灭

火器，为老旧小区２２５７个楼门安放灭火器２２８７套，

置换社区微型消防站灭火器４个、增配灭火器４个。

安装单点报警器２１５０个，为５１个消防岗亭配备消

防器材。

【创文创卫工作】　推进精神文明阵地建设，在主干

道路、次支道路、居民社区实现创文宣传阵地全覆

盖。开展文明服务、文明祭扫、文明交通等专项志

愿服务，推选身边好人、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１５人。

通过主流媒体报道街道创文特色工作，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栏目播出昔阳里社区居民书写心中榜

样的画面。各社区刊发《社区月报》，报道创文动态

１３０条。组织“万名干部进社区，百日会战清环境”

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进行环境卫生综合治理。清理

废旧自行车６５０余辆、僵尸车１５辆，拆除地锁５００

余个，清理堆物堆料９０００余吨。对街域圈挡圈占、

违章建筑排查统计并建立台账，拆除２４０２处５１９５４

平方米，拆除道路上和市场内违章建筑 ４８００平方

米。以群众诉求和环保督察反馈意见为整改重点，

治理违法建设、占路摆摊、露天烧烤、油烟污染、垃

圾堆放、家禽饲养、噪音扰民、施工扬尘、占绿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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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５００余件，对病媒生物防制２２次，对大气、水

域等重要污染源治理３１次，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４月５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制作专题“你的

榜样是谁”中，播出昔阳里社区居民书写心中榜样的画面

（向阳路街道提供）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以安全责任制为总抓手，落

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制，层层签订安全生产

承诺书、消防安全责任２６６份。对居民楼、人员密集

场所、生产经营单位、高层建筑、“三合一”场所（见

２２３页注释８０）、群租房等６类场所开展全方位、拉

网式隐患排查８２３９人次，建立一楼一表、一企一台

账。聘请安全生产专家对３５０余家门脸商户和企事

业单位进行专业安全检查，整改隐患１５０处。组织

清理整顿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单位。对中欣工业园、

向阳便民市场、普家乐装饰城等７个区域的经营户

进行重点检查。解决临平里小区１～５号楼楼道内

入户电线无防护、无用电标识、燃气管道无标识、使

用过期刀闸等问题，消除５８８户居民家庭安全隐患。

对延安楼电缆厂宿舍电线杂乱及堆物问题整改。

特邀消防教官举办培训会，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及消

防器材使用技巧，２５０人次参加。开展消防应急演

练，２６０人次参加，提高居民对火灾危险性认识和处

置突发事件应急能力。开展安全防范、禁毒、防邪

教等社会治安综合宣传活动５０次。完善重点整治

小区“两哨”“三队”（见２２４页注释９６）组织，取得

治理效果。重新梳理房屋出租户４２５１户和流动人

口２２８２９人，完善流动人口相关信息。针对特殊人

员、吸毒人员、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人员建立个人

档案分类管理。组织平安志愿者在重要路段、人员

密集区域及各社区治安巡逻２２００人次。

【社区文化建设】　加强对街域民办托幼机构管

理。打造燕宇花园社区文化活动室，为 ９个社区

购置投影仪、音箱、话筒等设备，满足群众文化生

活需要。全年组织举办全街域文体活动５２场、免

费文艺演出９场、公益性培训 ３０次。举办“忆往

昔峥嵘岁月，看今朝中华盛世”———向阳路街道纪

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演讲比赛、“践行党十九大精

神，全面提高职工综合素质，建设幸福南开”知识

竞赛。上报天津市最美家庭 ５户，上报南开区读

书家庭典型５户，推荐第十一届全国“五好家庭”

候选家庭１户，推荐天津市自强单亲困难母亲典

型１名，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创办“时政百科青年

说，向阳团团主播秀”栏目。打造集宣教、交友和

书吧功能为一体的“青年之家———青文汇”，组织

活动６０人次，使之成为联系青年、服务青年党团

组织阵地和青年汇聚场所。

９月１３日，“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中华盛世”———向

阳路街道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演讲比赛现场（向阳路街

道提供）

【基层党建】　落实驻区单位党组织到驻地社区报

到工作，签订共驻共建协议２０余份，开展共建活动

６０余次。开展“五好党支部”（见２１９页注释１６）创

建活动，对１４９个党支部进行分类定级，其中基本达

标１９个、强化晋级１０２个、重点帮扶１２个、相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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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１６个，对相对后进支部问题进行整改。完成党员

组织关系转入３８２人、转出９０人。完成１９个社区

党委、１４４个社区党支部、２个非公党支部换届选举

工作。建设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２１个。组建

网格党支部，构筑“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门

党小组”网格化组织体系，安装楼门网格服务公示

牌２４００余个。探索建立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在

宜君里社区建立离退休干部党支部１个。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严格落实 ＡＢ岗、首问负责、全程代办、节

假日轮班、错时上下班等制度，发挥团结凝聚和服

务党员群众功能作用。

（刘　洋）

嘉陵道街道

【概况】　嘉陵道街道位于南开区西部，辖域东起红

旗路，西至陈塘庄铁路支线，南临天拖北道，北抵密

云一支路、长江道，面积３．６７２平方千米。划分１６

个社区。常住人口３．９万户１１．８万人。除汉族外，

有回族、满族、蒙古族，以及土家族、锡伯族、纳西

族、朝鲜族、瑶族族等１６个少数民族１５７９人。界内

有中学２所、小学３所、医院１所、社区医疗站７个，

亿元楼宇２座（慧谷大厦、乐谷大厦）。区委党校、

区民政局、区环保局、区环卫局、区工商联、自来水

三营销公司、南开工业园、生态公园“绿水园”坐落

界内。２０１８年，开展“一委一面旗、一居一亮点、一

科一特色、一岗一楷模”争创活动，组织开展党的十

九大精神解读会、“点亮微心愿、争做圆梦人”“剪纸

简报看变化、砥砺前行同筑梦”宣讲活动 ８０余场

次。完成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引进并培育

“社区有我”智慧民生服务企业，与６个社区对接，

实现养老配餐全覆盖。开展“情缘广场”鹊桥会。

对４４个旧楼准物业管理小区进行量化考核。开展

“比学赶帮超”先进窗口评选活动。

【街域经济】　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街道处

级领导干部分片包干服务企业，指导企业注册和使

用“双万双服促发展”网络服务平台，服务企业由６２

家调整为９４家，企业登录平台１００％，提出问题１０８

条，涉及街道问题解决率１００％。实地走访企业５１８

家次，其中重点走访包联企业３家１４次。组织政策

宣讲活动１９次，编印发放政策宣讲材料５２６份。召

开问题协调会６场、政企政策对接会６场，企业参加

对接２３１家次。完成企业联网直报“一套表”、劳动

力抽样调查工作、名录库核实和基本单位清查等统

计工作任务，完成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

作，清查企业１６６６家、个体经营户１４８６户。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推进实施五年拆除违章建筑

计划，采取宣传造势、示范引领、先易后难、逐片推进

方式，开展拆除违章建筑攻坚行动。对金川里小区、

易川里小区等１９个小区及长江道延长线等路段进行

重点治理，拆除违建１３１８处１９４０３平方米，改善社区

环境。对环保督查及各类信访件按时回复率１００％。

全年处理各类信访件２０００余件，办结率１００％。实施

网格化管理，落实河长责任制。落实社区市容环境卫

生责任制，实施常态化宣传和监管。明确职责与目

标，签订创卫工作目标责任书１６份，落实爱卫工作双

回签（见２２４页注释９７）制度。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

动，完成市级病媒生物防制验收工作。

【民生服务】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全年低

保、低收入新增３５户，注销６４户，对８３４户进行调

标。廉租房、公租住房补贴办结１５６件，限价商品房

办结２２件，２５３个家庭享受政府住房保障优惠政

策。为６５１位残疾人发放通讯补贴１０万余元。办

理各类补贴 ２５４６人。成立关爱退役军人协会，为

２２７６名烈属、军属、退役军人采集信息和悬挂光荣

牌，完成率居全区第一。接转失业人员档案材料

１３８９份，为１６３人次医保报销１２８万余元，为１０２９

人办理就业困难认定。城乡职工保险参保５６２３人，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４０１６人，城乡养老保险参保

２２０人，办理正常退休１８０人，改正各类问题档案７９

份，办理社会保障卡１０９０张，社会事务服务窗口业

务量比上年增长１１．３％。落实各项帮扶救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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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基层走访百分百”活动１２０余次，整合社会资

源参与扶贫助困工作。２１６家企事业单位及１７７名

社区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合计８．６万元，１０００余名

困难居民受益。

【“平安嘉陵”建设】　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

全生产监管力度，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平

安嘉陵”建设。１６个社区 ４８０名平安志愿者参与

“平安行动”，组织 ９３８６人次对辖区 １５个重点地

区、１０条主干道路、５个集贸市场全天候巡逻执勤。

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活动，检查辖区企业

１７５７家，覆盖率１００％。检查餐饮企业１１９５家次，

出动检查人员 ２３００余人次，发现并整改隐患 ６２９

处。开展消防安全社区创建工作，清理楼门堆物

３７０７处；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３７次，发放宣传材

料１．５万份。强化领导包案责任制，发挥信访两级

“平台”作用，办理信访件２０３０件，接待群众３４９人

次，解答咨询１６７件，解决求助问题、纠纷１４７件。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开展群众性文化宣传

活动，增加居民创文参与率。以“五爱教育阵地”

（见２１９页注释９）和“快乐营地”为抓手，组织青少

年开展法治、禁毒、安全教育３０余次，丰富社区青少

年课外活动。组织创文专场演出和文艺表演３７场。

在社区长期设置创文创卫宣传点和志愿者服务岗，

为志愿者服务站配齐标识、储物柜、服务器材、服务

记录本等，并制作创文宣传品免费发放给居民。加

强公益广告数量和质量，营造创文氛围。为７个社

区安装户外彩色ＬＥＤ显示屏，全年新装健康卫士宣

传栏、消防宣传栏和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１００余个，

报刊栏、公告栏等４００余个，扩大居民创文知晓率。

以创建文明社区、文明楼门、文明家庭和评选“嘉陵

好人”为契机，打造文明楼门２０余个。发挥社区志

愿者作用，完成“天津志愿者”平台管理，发布服务

活动６９９次。开展“万民干部进社区，百日会战清

环境”活动，组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医院等

单位２００余人参加社区活动。

【基层党建】　促进党建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打造“一站一会一员”（见２２４页注释９８），抓实

社区区域化党建，抓住创文工作契机，开展党员干

部每周奉献四小时活动３０余次。开展“四个一”创

建活动（见２２４页注释９９）。打造基层党建阵地，完

善支部之家。组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

活会３次。以机关党日集中学、退休党员与在职党

员一对一助学和社区党员在楼门、家庭、活动室灵

活学等方式，开展党员学习教育１２次。创新学习载

体，打造“学习型党组织”“五好党支部”（见２１９页

注释１６）。对党员组织关系进行排查，定期更新党

建网站，加强党员统计库数据管理。建立覆盖２８０

家企业及４个社会组织非公党组织。加强廉政教

育，筑牢拒腐防线，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３０２

份，组织干部观看廉政警示教育专题片，参观天津

警示教育基地。打造易川里社区、宜宾西里社区２

个廉政文化社区。全年廉政谈话１３人次，履职谈话

１６人次，警示提醒１９人次，批评教育６次。召开全

面从严治党相关会议７次，上传佐证材料７２０余条。

成立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加强检

查督导，强化作风建设。全年受理举报电话１８个，

处理违纪案件、问题线索、信访件１７件。对重点岗

位和窗口部门进行明察暗访９批次。完善党务、政

务公开载体建设，构筑“一站式”服务平台。

（盛治明）

万兴街道

【概况】　万兴街道位于南开区中部，辖域东起卫津

路，西至红旗路，南临鞍山西道，北抵长江道、南京

路，面积３．５４平方千米。划分２２个社区。常住人

口１２００８６人，户籍人口５６６４５户１３３８０８人。除汉

族外，有１２个少数民族２４９９人。辖区驻有天津轻

工业设计院、天津药物研究院等 １５个行政事业单

位；大学１所，中学２所，中专４所，技校１所，小学５

所，启智学校１所，幼儿园５所，医院３家。南开人

民文化宫坐落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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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开展天大北五村、兴泰西里、兴泰南里

等２０个小区拆除违章建筑行动，拆除砖混违章建筑

７００余间１．２万平方米。开展万兴街社会治理创

新，完成司法、信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合署办公。

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

支撑，养老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建立三潭东社区日

间照料站、紫云里社区便民服务超市、玉皇里健康

小屋、双峰里居家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回头看”，查出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隐患问题

２８０项，全部整改。

（孙雨辰）

【街域经济】　制定《万兴街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实

施方案》，成立万兴街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开展经济

普查清查工作。清查出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

２２３０家、个体经营户２１４４户。开展“双万双服促发

展”活动，走访企业９０余家２００余家次，了解企业经

营状况和实际困难。收集企业提出问题９４个，问题

解决率９０％以上。

（杨绍伟）

【创文创卫工作】　召开落实“双创”任务清脏治乱

专项治理动员会，细化量化《万兴街实地考察点位

自然小区完成情况分类表》，拆除次支道路公益广

告８９块，更新破损、掉色公益广告１５１块，制作宣

传折页６万份、海报６０００张、宣传展板２９７块，印

制１万张垃圾桶文明贴纸。社区快乐营地组织开

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新时代好少年”“与文

明同行”等各类主题活动１００余次，组织志愿者参

与文明交通执勤 ３０００余人次。为确保道路达到

“十无”标准（见 ２２４页注释 １００）及“七无”标准

（见２２４页注释１０１），每季度出动２３００余人次，治

理马路餐桌、占路烧烤、占道经营 ２０００余处。先

后对天大北五村、兴泰西里、兴泰南里等 ２０个小

区开展拆除违章建筑行动，拆除砖混违章建筑７００

余间１．２万平方米。

（刘　杰　李亮华）

【民计民生】　２２个社区与国安邻家（天津）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等５家企业签订居家养老服务合作意向

书，形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

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三潭东里社区

日间照料站、紫云里社区便民服务超市、玉皇里健

康小屋、双峰里居家服务中心。年内，办理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缴费手续４５８０人，申报报销审批手续

２４０人。发放老年人生活补助２４６人。有城乡养老

保险缴费１７４人、享受城乡养老保险待遇４７人。办

理城镇职工保险缴费３２００人。新制社保卡８５７张，

发放社保卡４７５张。召开旧楼区物业工作例会１２次，

每月通报旧楼区长效管理存在问题，督促物业服务企

业及时对“智慧物业平台”考核问题进行整改。

（杨建武）

【就业与社会保障】　街道劳动保障服务中心存放

档案８５８３份，办理失业证２２１本，办理失业人员领

取失业金手续１０５２人，申报创业培训２０人。举办

就业招聘活动，物业管理、餐饮、通信技术、医药等

领域２５家单位提供岗位８６类１７２个，接待来访咨

询２００余人次，达成初步就业意向４０余人。按照区

人力社保局要求，组织社区工作站宣传社会保险政

策，开展入户调查，核实情况，做好窗口缴费工作，

推动社会保险扩面工作，未参保单位及个人总调查

率８４．２９％。

（刘　迅）

４月１７日，万兴街道与区人力社保局在白堤路百脑汇

电脑城组织开展“科技引领时代，时代从就业开始”主题专

场招聘会（万兴街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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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

心，完成司法所、信访办、综治办合署办公，建立各

项制度。整合部门资源，矛盾排查调处工作延伸到

社区。完成安保工作，派出志愿者及街道干部参与

巡逻８０００余人次。完成精神病人以奖代补、禁毒、

非法集资处置防范等工作。与社区居委会、辖区重

点生产经营单位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１９９３份。开

展安全生产“回头看”专项检查，查出社区企事业单

位安全生产隐患问题２８０项，全部整改。

（王　静　刘　杰）

【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选派社区

基层党组织书记参加市区级培训班１０余人次。组织

社区党委书记、副书记、副主任参加区社区党组织和居

委会负责人培训班８８人。组织街道领导干部联合天

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开展为期３天党的十九大专题培训

班。结合创建文明城区工作，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

中秋节活动和“牵手五十载、军魂铸真情”七夕婚纱摄

影活动，居民５００余人参加。组织“说说我家这五年”

征文活动，２２人撰写征文各１篇，区级媒体采用２篇。

（王　静　刘　杰）

【基层党建】　把共驻共建工作纳入党建工作计划，推

动“两新”组织发展党员。年内，发展入党积极分子３

人，吸收预备党员５人，其中来自“两新”组织２人。全

街２３个远程教育站点收看远程课堂２９节。开展基层

统战工作，天大北五村社区获“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

织”称号。对机关和社区开展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教育

２０余次，创建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社区１个。落实不作

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公开举报电话，接收

举报线索３４条，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王　静　于　跃）

学府街道

【概况】　学府街道位于南开区中部偏东。辖域东

起卫津路，西至红旗路，南临复康路，北抵鞍山西

道，面积４７平方千米。划分１４个社区。户籍人口

２５７５５户７５３４４人。除汉族外，有回族 １３３８人、满

族１１７７人、蒙古族３６８人、朝鲜族１３８人、壮族１０５

人以及维吾尔族、土家族、苗族等 ３６个少数民族

３６６４人。界内有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两所著名高等

学府，中学２所，小学４所，幼儿园４所，天津市第一

中心医院等医疗单位３所。有国家海洋局天津海水

淡化研究所等科研单位１７个，企事业单位１９４４家。

天津科贸街坐落界内，是科技科贸聚集区。

２０１８年，有低保户１９３户、低收入家庭４户、低

收入实物救助５２户、特困供养１４人。办理临时救

助８０户８５人，发放临时救助款２０．２７万元。办理

失业登记３５２人次、招工提档转迁手续１２６人次，协

助办理养老保险待遇异地认证手续１０３人次。完成

社区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登记选民参选率

８５１２％，实现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肩

挑”。办理一孩生育登记３０４人、二孩生育登记１４６

人、再生育子女审批４人，流动人口办理“天津市生

育保险证明”１５人，办理流出人员婚育情况证明１９

人。完成历年特别扶助对象年审１８８人。参加民兵

训练和开展国防教育活动，完成新增兵役登记１９９

人、应征入伍２０人。

【街域经济】　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摸排街

域服务型及零售型企业７００余家，扩大帮扶范围，新

增帮扶企业３７家，建立企业信息台账。通过政企互

通服务平台开展企业帮扶工作，联系走访平台企业

１１９家，指导企业登录平台、绑定手机、核对基础信

息，企业登录率１００％。鼓励和指导企业通过政企

互通服务平台反映问题，问题解决率９９．２％。协助

汇高花园酒店、天津大学四十二斋招待所完成“优

秀企业家”申报工作。

【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集中整治小区私搭乱盖、乱

摆乱卖、私装地锁、乱堆杂物、饲养家禽等违章行

为，清整小区卫生死角，治理社区扬尘。出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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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５０人次、车辆１１００车次，清理堆物２５００余处、乱

圈乱占１５０余处、废旧车辆６８１辆、装修垃圾１８０余

处、乱贴乱画３０００余处、地锁１２２个。开展违章建

筑整治行动，拆除违章建筑７５５处６７４０平方米。纠

正占路经营２７００余起，治理流动违章摊点１７００余

起，清理主次干道横（条）幅、布标、乱吊乱挂物件

５００余条，清理各类乱贴乱画涂鸦残标、窗贴等２万

余处。取缔违法户外广告设施７８处，拆除违章棚亭

４８处、占地广告牌１２块，纠正封堵窗改门３０余处，

清理充气拱门、花篮、气球、实物造型等违章１５０个，

退耕还绿２处。纠正共享单车占压绿地２８０余处，

治理共享单车损坏堆放等３３０余处。

【民生服务】　推动居家和社区养老试点工作，申报

新园村社区及航天北里社区２个日间照料站建设项

目。联合鹤童养老院开展关爱空巢老人活动，赠送

医疗器械，安装无障碍设施。开展中国城乡老年人

生活状况监测调查工作，针对６０岁以上老人开展调

查１８６２２人次。办理老年证７８９本，发放老年人乘

车卡１００９张，为５名百岁老人发放营养补助５．５万

元，为４５名６０岁以上老人办理居家养老政府补贴。

全年办理残疾证１３９人、残疾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５２人，注册残疾人旅游卡３３００张，发放残疾人乘车

卡５０张，完成全国残疾人基本需求调查１２５０人次，

办理困难残疾人水、电、气补贴１０７人次。办理１０

户家庭低保救助，为困难退役军人、军烈属发放临

时救助 １．８万元，发放春节礼包和慰问信 １３５３

人次。

【社区文化建设】　挖掘各社区文艺特色人才，扶植

社区优秀文艺团队，为学府街舞蹈团购置少数民族

服装１１０套。利用传统节日组织各社区开展文艺活

动，举办“飞雪迎春”联欢会、“消夏纳凉”联欢会各

１４场，９月在天津大学大学生活动中心举办庆中秋

迎国庆暨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联欢会。开展

戏曲演出下基层活动，在街文化站、府湖里社区、天

大四季村社区、风湖里花园等地演出６场。开展健

康科普知识巡展和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竞赛活动，与

区图书馆合作举办科普讲座１２场，受众１５００余人。

承办以“智能科技、强市惠民”为主题的南开区第三

十二届科技周活动，１０００余人参加。

９月２８日，学府街道在天津大学举办“庆中秋迎国庆暨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文艺联欢会”（学府街道提供）

【平安社区建设】　组织平安志愿者在社区日常巡

逻，加强周边道路、里巷、重点部位及繁华地段巡逻

巡控，１４００余人次参加。在全国“两会”、五一劳动

节、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达沃斯论坛期间，在时代数

码广场、兴业数码广场、天津大学东门北门、南开大

学南门等 ５个点位，每日安排志愿者巡逻、安保，

２８００余人次参加。开展群租房专项整治工作，全年

拆除群租房３１处，拆除室内隔断４５８个、室内隔断

房４４０间。联合区安监局和消防南开支队对航天科

工集团三院８３５８所主体大楼内学生宿舍进行专项

治理，搬离学生４００名。开展居民住宅火灾防控工

作，联合消防南开支队在龙兴里社区和荣迁东里社

区，围绕逃生演习、消防水龙带安装使用演示、灭火

器使用演示等内容，开展安全知识宣传活动，在居

民住宅楼内张贴消防安全知识海报１万张，向居民

发放消防手册５０００份。

（张静文）

【“双创”工作】　成立“双创”工作指挥部，与２０个

驻街单位签订“双创”工作共驻共建协议。利用社

区ＬＥＤ显示屏、宣传栏、板报、标语和微信群等多种

手段加强宣传，宣传覆盖率１００％。围绕“我们的节

日”开展主题活动８０余场，筹划“创文创卫，我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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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系列活动６０余场。加强宣传稿件报送工作，

向区委宣传部报送信息４６２条，分别在《南开社区

读本》发表文章 １４８篇、《南开时讯》刊发新闻 １０

篇。天津电视台《都市报道６０分》节目播出学府街

道“双创”活动报道３次，南开有线台报道１０余次。

全街公益广告投入资金约１７５万元。重点打造白堤

路、大学道２条示范路，打造府湖里、龙兴里２个示

范社区。紧盯“创卫”目标任务，开展病媒生物防制

工作，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完成清理堆物堆料、卫

生死角等病媒生物孳生地２８００余处。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属地责任，巡视上报案件 ４９３条，结案率

１００％。排查机关企事业单位非经营性食堂等餐饮

场所 １８１家，督促餐饮商家安装油烟净化设备

１６１例。

【基层党建】　街工委与５家市级直属机关和企事

业单位党组织签订共建协议，辖区４７家单位党组织

到社区报到并开展共建活动。推进“两新”组织党

建，建立“两新”组织党组织重点联系制度，完成 ９

个单独组建任务指标。改进党员教育管理，落实党

员档案制度和新转入党员承诺书制度。加强党费

收缴管理使用工作，开展专项检查３次。依托党建

信息发布平台，及时更新基层党建活动，提高党员

对党建活动参与度。

（曾雨晴）

水上公园街道

【概况】　水上公园街道位于南开区南部，辖域东起

卫津南路、水上公园东路，西至红旗南路，南临苍穹

道、宾水西道，北抵复康路。面积５．６３３平方千米。

划分１０个社区，６１个自然小区。户籍人口１．９万

户６．９万人，除汉族外，有回族１２５户９０８人，满族

６８户７３１人，蒙古族２８户３８８人，以及苗族、壮族、

白族、土家族、朝鲜族、高山族等２０个少数民族３１

户７２６人。界内有水上公园、动物园、周恩来邓颖超

纪念馆、天津图书馆、天津网球馆、复康路游泳馆、

天津跳水馆。驻有各类企业 １２００余家，事业单位

１５０家。年内完成“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低保救

助、社区“两委”班子换届、创文创卫、安全生产、文

化卫生等工作，在重大节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做好

安全维稳工作。

【街域经济】　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对街域

内企业开展“地毯式”走访，宣传惠商政策，开展帮

扶服务。走访企业２００余家，帮扶企业１２８家，解决

问题 １２５个，问题解决率和企业满意率均为

９７６６％。开展零散税征收工作，按月征收定额税及

餐饮税，征收１．１万余元。

【民生服务】　开展低保户和低保边缘群众救助工

作，有低保户７４户１１８人、低收入人员７户、特困供

养人员１４人、临时救助７０余人，发放低收入实物救

助券２３１次。落实退役军人后续保障工作，登记退

役士兵９８６人，其中重点优抚９人，困难退役士兵

６０余人，全部落实帮扶工作。持证残疾人 ８５７人，

新办残疾证 ６３本。办理廉租房补贴１８户、经济租

赁房补贴７户、限价商品房收入审核５户、公租房收

入审核 ８户、廉租房年审 ３户、经济租赁房年审 ４

户。申报丧葬补贴 １７户 ３．０６万元。办理老年证

８３２本，发放乘车卡１０３张。加强综合服务大厅管

理，开展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年末存档

２０２７人，按月发放失业保险金１８５８人次。特困申

报审批通过１４８人，１００％实现帮扶，全部实现就业。

办理职工养老、医疗及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新增及续

缴１５６８人。为社区居民办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登记７７３人，办理报销登记５２人次，残疾人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申请 １６人。社保卡登记

２２１人，补卡２８人，临时卡登记４６人次。

【社区建设】　按照美丽社区标准要求，开展环境整

治和社区居委会软硬件建设，打造荣迁里和观园里

２个美丽社区，加大对社区督查检查力度，突击检查

１０个社区办公服务环境，确保服务环境规范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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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社工岗位任职综合素质，对其开展社区实务和技

能等教育培训９场１０８人。修订街道社工考勤管理

制度，建立健全系统化、规范化、正规化社工队伍管

理机制。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以创文创卫工作和中央环

保督察为契机，加大社区内外环境整治力度。对１０

个社区１１９７个楼门内堆物堆料、圈挡圈占统一清

理，拆除楼内圈占５０余处，清运楼内杂物２０００余车

３４００吨；清理复康里、眺园里小区内圈占１００余处；

清理禄达花园、观园里私种菜地３５处４５０平方米。

清理旧楼区改造小区私装地锁、私占公共停车位等

行为，清理１８０余个车位，拖离僵尸车２０辆。清拆

群众反映强烈的通园路、望园道、士英路、水上西

路、水上北路、长实道沿线违法建设５１８间７２７５．６５

平方米。开展士英路示范道路提升改造专项治理

工作，拆除门斗７间２４０平方米、窗改门２１处、牌匾

２９个、违章建筑４处１９０平方米。拆除欣苑路卓恒

汽修和鑫鑫烟酒２处违章建筑１０００平方米，全年制

止、拆除新增违法建设２０余起３５０平方米，保持对

违法建设高压治理态势。

【平安社区建设】　以平安天津宣传月和禁毒宣传

月活动、《禁毒法》颁布１０周年、纪念虎门销烟１７８

周年、国际禁毒宣传日等为契机，开展宣传活动，发

放宣传单１０００余份、禁毒宣传慰问品４００余份，制

作宣传牌２０余块，悬挂横幅标语１０条。健全街域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安全体系、群防群治防范

体系，形成治安防范有效机制。注重发挥平安志愿

者作用，在重大节日和重大活动期间，设立５个重点

点位，安排平安志愿者１５０人上岗执勤巡逻。畅通

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处理群众来信、来访问题３００件

次，化解群众纠纷１００余件。开展安全生产工作，与

辖区企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建立安全生产隐

患治理台账，检查单位 ３６８家，发现安全隐患 ７３１

项，落实整改６４３项。拆除楼道封堵消防通道门１８

处，疏通消防通道。为１０个社区制作消防安全宣传

布标 ２００余幅、《居民消防公约》提示牌 ７３块，在

１２３３个楼门栋口张贴冬季火灾预警提示，安装消防安

全知识宣传展牌１２００余块，开展群众自救消防演练１４

余次。加强食品卫生安全三级网络监管，进行食品监

督员培训，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街域内餐饮单位，１０

个监控点２５９个监管单位，分级监督覆盖率１００％。

【社区文化】　举办“飞雪迎春”晚会、“消夏纳凉”

文艺演出１０余场，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戏曲进社

区演出９场，结合创文创卫工作开展系列专题文艺

联欢会２０余场，在１０个社区举办文艺演出５２场。

加强社区文体团队建设，活跃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有书法班、合唱团、京剧团、健身队等文体团队 ７０

支。开展科普宣传和健康教育，组织开展社区大讲

堂、公益大讲堂等活动，开展科普教育、健康知识讲

座１００余场；以“科学生活、创新圆梦、共建美丽家

园”为主题，创建街道“绿色健身站”。组织社区单

位、社区居民和志愿者参与科技周活动。

【基层党建】　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１０个，针对近园

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未达标问题，制定社区区划调整

方案。以“维护核心、铸就忠诚、担当作为、抓实支部”

学习教育为重点，以支部为单位开展学习研讨１６０余

次，各社区开展特色专题文艺汇演１１场次，各级党组

织进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１２３场次。对观景里、观

园里、临园里、宁福里和红医里５个社区进行党建标

准化建设，对街域内２６３家非公企业党组织进行整

合。打造水上公园文化社团党组织，逐步形成“水上

红舟”特色品牌。制定《水上公园街道党建服务群众

专项经费使用管理细则（试行）》，强化专项经费使用

管理。完成服务群众项目３１个，使用金额１５０余万

元，解决一批社区历史遗留问题和老大难问题。

（王　趁）

王顶堤街道

【概况】　王顶堤街道位于南开区西南部，辖域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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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路、红旗南路，西、南至津浦铁路陈塘庄支线，

北抵天拖北道，面积５．０１６平方千米。划分２３个社

区，设立天拖、融创２个社区筹备组，有６５个自然小

区。户籍居民４５０９８户１１４２３５人。除汉族外，有回

族８４３户２４０１人、满族３２６户１０６０人、蒙古族１０２

户３３６人、朝鲜族４４户１２６人、以及苗族、壮族、瑶

族、高山族等２３个少数民族５３户１８２人。界内中

学５所，小学５所，医院２家。有天津勘察院、天津

评剧院、天津市泰通客运公司、天津食品公司冷冻

厂等企事业单位。

２０１８年，企业登录政企服务平台完成６１家，落

实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１１１”工程（见２２４页注

释１０２）申报工作。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中

完成８００余户企业清查工作。推进市容环境整治，

全年违章建筑拆除完成率８３．４１％。取缔凤南小市

场。完成背街里巷综合整治道路９条、保山道“示

范路”工程违章建筑拆除。依法处理占道经营案件

１６６件。环保四级网格全覆盖，监督巡查无死角。

取缔露天烧烤，环保督查案件结案率１００％。开展

就业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为７７６名退役军人悬挂

光荣牌。为老年人发放敬老卡 １９０７张、老年证

１８１９个，为残疾人发放残疾人服务券 ２５００人次。

完成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换届，２３个社区全部实现

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肩挑”。

【街域经济】　完成２０１８年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

“１１１”工程申报工作。对３０余家新取证照企业后

续服务，开展街域企业重点项目跟踪服务。在第四

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中完成１２０４家企业、２４２３户

个体经营户信息录入及审核编码，完成２０家企业成

长发展调查。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完成区内“示范路”保山道

重点拆除违章建筑工作，拆除各类违章建筑５７７０平

方米，规范牌匾 ３００余块，安装防护栏、封堵门脸

２８０处，保山道市容环境得到提升。全年在各社区

拆除违章建筑１２．４７万平方米，完成拆除违建总量

８３．４１％。社区环境治理清理堆物３３１４车、无主渣

土４６９车、残标７９７２处、占用公共停车位５６６余处，

拆除地锁２７９个，设置废弃物临时存放点２５处。全

年拆除道路沿线户外牌匾４０６块，依法处理占道经

营案件１６６件。社区智慧物业管理平台接收案件

７４３２余件，结案率１００％。建立健全爱国卫生长效

机制，以病媒生物防制为着力点，开展爱国卫生月

活动。在全街域机关、社区、菜市场等进行“地毯

式”排查，全年开展防制病媒生物专项整治和卫生

大清整活动７３０余次。组织防制病媒宣传，发放宣

传材料２０００余份，送达“致居民的一封信”２６００封，

普及防制“四害”方法。在创建文明城区活动中布

置社区宣传栏、橱窗、标语８６７０余幅，组织街道机关

全体干部和社区党员参加社区创卫创文义务劳动

１．２万余人次，引导社区居民争创文明社区、争当文

明居民。

【民生服务】　年内，为各类困难人员发放低保金、

低收入家庭补助及特困供养困难救助资金６２１．１２

万元。为２７３户困难居民发放副食补贴 ６．２万余

元，为优抚对象、困难残疾人发放米面油４２１套。办

理残疾证３６０个，为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大病救助

金及护理补贴３１５．４万元。为４０９９户残疾人办理

发放残疾人各类补贴４３０余万元。发放军烈属慰问

品２４套，为７７６名退役军人悬挂光荣牌。发放敬老

卡１９０７张、老年证１８１９个。发放大病救助金额５３

万余元、丧葬补贴２４．３万元。为百岁老人发放营养

补贴９．８万元。开展“创文创卫春天来，双万双服

送岗位”主题招聘会，参加企业３２家，完成６１家企

业登录，提供就业岗位２６０个，达成安置就业岗位

１２７人。出生人口生育登记 ７０７人，其中一孩 ４７７

人，二孩２３０人。

【平安社区建设】　与社区居委会和驻街企业签订

《安全生产责任状》４７６份。以日常检查与突击检查

相结合、抽样式检查与地毯式检查相结合、季节性

检查与应急性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街域所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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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单位进行检查，发现安全生产隐患１３０７项，完

成整改１２８６项，整改率９８％。集中力量治理学校

周边违法占路、无证无照经营食品摊贩，取缔乱摆

乱卖４１５处。落实精神障碍者以奖代补政策，发放

看护奖励１９万元。组织陈塘支线社区５支护路巡

逻队日常巡逻，定期开展沿线涉路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工作，保证街域内陈塘支线路段安全畅通。

【社区文化建设】　参与创建文明城区和健康示范

区，举办文艺演出１８场，健康讲座、咨询２８场。组

织社区教育活动１４９次，组织健身培训７０余场次。

承办天津市第四届“我是棋王”电视象棋快棋赛暨

２０１８全国象棋业余棋王赛南开区选拔赛暨南开区

第２３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象棋比赛。组织社区观众

参加天津市第十届运动会１．２万人次。

【基层党建】　组织在册党员参加“两学一做”常态

化制度化学习教育６４２２人次。组织街大工委成员

单位参与基层党建工作３０余人次。开展社区“两

委”班子换届选举工作。组织党员、干部参加社区

“双创”周末义务劳动 １．２万人次。坚持“三重一

大”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工作集

体决策。落实“一岗双责”，把管党治党与街重点工

作结合起来。组建宣讲员队伍１９５人到基层宣讲

４６次。落实勤政廉政谈话制度，中层以上干部廉政

谈话率１００％。开展工程建设、办公用房问题专项

治理和重点岗位科室人员廉政教育２２０人次。

（刘　伟）

体育中心街道

【概况】　体育中心街道位于南开区南端，辖域东起

卫津南路，西至红旗南路延长线，南临津浦铁路陈

塘庄支线，北抵苍穹道，面积６．４６７平方千米。划分

１２个社区，５５个自然小区。户籍人口１．７万户４．１

万人，常住人口３．６万户５．８万人，６０岁以上老龄

人口６６１７户 １．３万人。除汉族外，有回族 ２１１户

５６９人，满族１６８户４９１人，朝鲜族１１３户３０７人，以及

蒙古族、土家族、壮族、锡伯族等２３个少数民族３０户

２４８人。界内有天津体育中心、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

场、南翠屏公园及奥林匹克中心公园。有中学１所，小

学１所，幼儿园４所，医院６所，科研、行政、企事业单位

１７８６家。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国农业银行

天津培训学院、解放军天津康复医疗中心四六四医院、

天津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民政局、市残联、市老年活

动中心、时代奥城商业广场坐落界内。

２０１８年，加强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完成中俄冰球

友谊赛相关安保任务。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抓手，

打造示范路２条、示范社区２个、文化楼门８０个。以

“党建＋”（见２２４页注释１０３）理念，推动商圈、市场党

建工作，打造“两新”组织党建特色。盘活多方党建资

源，走访驻区单位，与５８家单位对接双向服务项目，组

织活动５０余场。完成兵役登记和民兵整组工作，开展

国防教育。组建工会组织５０家，发展工会会员４００余

人。开展“巾帼在行动”、单亲困难家庭救助等系列活

动。深化“暖心行动”系列服务，让助困更加精准。推

进社区建设，完成社区“两委”换届，探索“网格化”管理

标准化模式，宁乐里社区被天津市民政局评为美丽社

区。推动实施五年拆除违章建筑计划，拆除违章建筑

３．５万余平方米。加强社区科普知识宣传，成立体育中

心街道科学技术协会。

【街域经济】　举办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培训

会，围绕普查各阶段任务和目标，制作悬挂横幅２６

幅，张贴宣传画９６张，发放宣传单 ３００余份，到企

业、店铺宣传６０余户。多次与西青区凌奥集团沟

通，召开专题清查工作部署会２次，完成该地块４８

栋商业楼企业及个体经营户３５８户清查工作，解决

与西青区交界飞地入户困难问题。完成全街域企

业及产业活动单位２０７６家、个体经营户２４５４户清

查工作。深入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成立工

作组，推出政策精准帮扶和月推动制度，召开工作

推动会１１次，组织政策宣讲活动６２９次，参加政策

宣讲１０５９人。召开问题协调会８场，组织政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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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会５场，参加对接企业５家次。实地走访企业

６２０家次，其中提出问题企业 ８５家，收集问题 １２１

个。统计“菜篮子”产品零售网点３７个。

【民生服务】　有低保家庭８０户１３４人、低收入救

助家庭１户２人、特困人员供养１０户、４０％精简人

员（见２２４页注释１０４）１户、低收入实物救助５户

１１人。全年为低保低收入救助家庭发放冬煤补贴

２．２万元，报销暖气费２９户１．９８万元。２８１人享受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５．６２万元，７９户困难边缘户

享受残疾人生活救助金８．４万元。对低保、低收入

救助、特困人员供养和其他困难家庭中患重大疾

病、特殊困难家庭进行阶段性临时救助２３户３１人，

发放临时救助金 ９．２万元。办理廉租住房补贴 ５

户、经济租赁租房补贴８户，办结公共租赁房６户、

限价商品房收入核查１户、经济租赁租房补贴审核

４户。发放百岁老人营养补贴２９人次２．９万元、居

家养老服务补贴３４３人次１４．８４万元。有老年人口

家庭６６１７户１３６４７人，其中空巢老人家庭２４１３人

（包含独居老人５２５人）。办理老年证７８９人次，补

办乘车卡１７７人次。建立独居老人基本情况台账，

做到动态管理。在敬老月、重阳节期间，开展各类

服务老年人文化娱乐活动１３次。年内核发残疾人

证７５人次，有持证残疾人７５９人。全面规范整理残

疾人档案 ８３５卷，印制发放《“暖心体中关爱残疾

人”办事指南》８００余份。核发残疾人代步车燃油补

贴４１人１．０６万元。为残疾学生和低保、低收入救

助残疾人家庭健全子女办理初等教育助学金（不含

高等教育）２１人。为视力、听力、言语类残疾人办理

通讯补贴２５人３．５万元。办理困难精神残疾人免

费服药１６人。组织６８名残疾人参加免费体检，发

放残疾人旅游年卡４８６人，邀请残疾人观看文艺演

出６６人次。开展就业援助月专项活动，发放“春风

行动”宣传资料１２４份，提供政策咨询２２０人次，推

荐创业培训３人，职业技能培训２人。以“民营企业

招聘周”为契机，在奥城商业广场举办“就业在行

动———助心商圈发展”专场招聘会，参加企业 ５０

家，达成就业意向５２人。开展劳动合同专项行动，

完成劳动保障书面审查６００户。办理失业人员特困

认定３００人，安置率１００％。办理社保补贴２５７人，

按月核发失业金２３３８人次，办理病退手续２人、特

岗２人。换、发社会保障卡１７１５张。为９９３人办理

医疗保险参保缴费手续。为８２名参保人员办理药

费报销，报销金额１１０万元。宣传倡导全面二孩政

策，全年服务接待居民生育登记５７７人，新婚建卡

３１５张，再生育申请１０人，统计出生人口５７３人，出

生人口信息采集率９７％，网上办证率１００％。建立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精准扶助档案、联系人制度，对

２８户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进行春节、中秋慰问。

【体中暖心行动】　以“蓝色温暖阳光助残”为主题

助残，用天津公交头等舱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捐赠

９０００元助残专项经费，帮助１３户困难残疾人家庭

实现微心愿领到生活电器，为２８户困难边缘户家庭

提供保洁家政服务，筛选１０户困难家庭提供房屋修

缮和粉刷服务。助残月期间，组织各社区居委会联

合第三方服务，为４０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提供入户理

发等居家生活服务。通过入户调查、电话访谈等方

式，筛选出需要社会帮助１２名困难家庭子女，向其

提供一对一结对入户教育帮扶。《一对一精准教育

帮扶———体中困难群体精准教育帮扶公益项目》获

２０１８年度南开区公益创投大赛第一名。指导阳光

壹佰社区试点先行，在社区广场开展“公益一条街”

暨打造“阳光公益”全民关怀行动联盟签约活动。

推动“三社联动 ＋”（见２２４页注释１０５）模式，加大

对社区艺术团体扶植力度。链接辖区内艺术团体

为阳光壹佰、星城、仁爱、龙滨园、时代奥城５个社区

艺术社团提供专业指导２００余课时，受益者４５００人

次。艺术指导进社区项目培训４支舞蹈均在天津电

视台《舞艺大比拼》栏目中播出。举办居家养老关

怀项目心理健康科普讲座、太极拳扩展训练，参加

１００余人次。开展关爱健康———艾灸养生之旅走进

星城社区活动等健康项目，参加近１００余人次。组

织星城社区１９对夫妻参与中国婚姻家庭特点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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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引进天朗之声文化志愿团队对接星城社区

朗诵团队，提供长期教学支持。

４月１９日，阳光壹佰社区“公益服务一条街”暨“阳光公

益”全民关怀行动联盟签约仪式，工作人员在现场办公接待

（体育中心街道提供）

【双拥优抚工作】　成立街道和社区退伍军人服务

管理站，核查建档立册，有重点优抚对象１９人、其他

优抚对象（６０岁以上农村户籍退役人员）９人、政治

待遇烈属 ９人、在职伤残 ６２人，悬挂光荣牌 １２７８

块，发放临时救助１１人１．０６万元、优抚人员供热补

贴２．１２万元。对家庭困难或因病致困军队退役人

员精准帮扶，走访慰问街域内重点优抚对象、一对

一帮扶对象、在职义务兵家属等４１户。“八一”建

军节前，慰问驻街２个双拥单位和２６名无军籍人

员。采集退役军人信息１４７２人。成立关爱退役军

人协会，设会员单位６个、理事９人。

【社区建设】　完成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社区党组

织书记和社区居委会主任全部“一肩挑”。持有社

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３３人，占比９１．６７％。指导

时代奥城社区申报美丽社区，完成宁乐里社区“美

丽社区”满意度投票回访。为各社区配备桌椅、档

案柜、电脑、空调等固定资产９２件价值１８．２万元。

完成金谷园、阳光壹佰（南园）、凌研里、宁发阳光４

个社区办公用房装修以及视觉标准化服务和办公

设备配置。建立街域商品房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微

信群，实时了解各物业小区管理动态，推动打造“红

色业委会”和“红色物业”。在各小区主出入口、甬

道和中心花园等显著位置安装各类创建全国文明

城区公益广告宣传牌４００余个，发放各类宣传品１

万余份。完成时代奥城示范社区、士英路示范路网

和宁乐里社区主题文化楼门建设。发挥“快乐营

地”“五爱教育”、家长学校阵地作用，开展青少年普

法自护教育、夏令营活动、“圆梦女孩志愿行动”“趣

味机器人进社区”等主题实践活动８０余场。

【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开展社区卫生清整活动，清

理非法小广告２００余张、绿地内垃圾１１处。发动社

区居委会、志愿者及物业管理企业，对１４条次支干

道、１２个小区里巷道路进行清理清整，清洗垃圾桶

８００余个，拆除居民私装地锁２０个，清理堆物堆料

１０００余处 １５００余车。配合执法大队拆除时代奥

城、宁乐里、金禧园、金谷园、金福里、金福南里、金

淼园小区内违章建筑及圈占 ２００余处 ４万余平方

米。配合区市容园林委对凌研里、金禧园、宁乐西

里等小区拆除违章建筑后裸露土地进行补绿提升

改造４０００余平方米。在奥翔园小区开展垃圾分类

试点宣传推广工作，发放各类宣传材料３００余份。

落实河长制，全面实施湖长制，实施河湖联动，“一

湖一策”，把辖域内奥体中心湖、南翠屏公园湖、枫

林园湖纳入湖长制管理，其他水域统一纳入河长制

管理。清理河道围垦４００平方米，清理废弃共享单

车３００余辆。开展病媒生物防制验收迎检工作，为老

旧社区购置垃圾桶２３０个，为凌奥综合市场购置垃圾

桶２５个，清理蚊蝇孳生地５４处。开展灭鼠工作，在２０

个无物业小区安装毒饵站，免费投药５２千克。协调区

市容园林委在四化河边设立生态公厕１处。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开展综合治理、禁毒、防范

打击非法集资等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材料１００余份。

完善由街道、社区居委会、志愿者三级综治工作网

络，发挥社区志愿者队伍作用，挖掘涉黑涉恶线索４

条，及时报送区扫黑除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处理以经济为主各类维权案件１２６件。为阳光

壹佰社区安装摄像头３０个。完成严重精神障碍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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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奖代补”（见２２４页注释１０６）资格审核，向３９

位患者监护人发放奖励金９．２４万元。健全社区基

层食品安全监管网络，设置食品安全监控点１２个、

食品安全协管员２４名。建立健全食品经营户动态

信息制度，及时掌握辖区内基本情况。开展畜禽水

产品、校园及周边、地沟油、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宣

传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在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百日行动综合治理工作中，对辖区内１所中学、

１所小学、３所幼儿园进行重点检查，检查食品摊贩

６２６家，对金园路２家无照经营商铺责令关停。与

１２个社区工作站和２６家辖区重点单位签订安全生

产责任书。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

检查人员密集、“三小”（见２２４页注释１０７）等各类

场所２８６家次，发现并整改隐患２７５６项。联合供电

单位对辖区内城中村配电房等用电设施进行检查，

联合执法队等职能部门拆除四化河道周边违规搭

建存在安全隐患场所１０１２平方米。开展安全知识

培训１３次、安全宣传咨询活动６次，制作安全标语横幅

１３条、安全宣传挂图２４幅，发放小册子等宣传资料１

万余份，开展灭火应急疏散演练活动５次，推进１４家企

业建设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系统平台。

【基层党建】　开展机关干部、社区“两委”班子成员

和社区工作者三个层面系列党员培训１２场。全年

发展党员５名，预备党员转正７名。完善街道“大工

委”和社区“大党委”运行机制，重新选聘“大工委”５

个和社区“大党委”兼职委员单位４６个，签订共驻

共建协议７５份，２１００余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其

中４００余名在职党员认领社区志愿服务岗位。启动

宁乐里和津涞花园党建园创建提升工程。以“党建

＋”理念，推动商圈、市场党建工作，打造“两新”组

织党建特色。盘活多方党建资源，走访驻区单位，

与５８家单位对接双向服务项目，共同组织活动５０

余场。打造街域内创业环保大厦和时代奥城商业

广场２座亿元楼宇党群服务中心，推动时代奥城商

圈和南翠屏公园党群服务中心建设。

（边永红）

华苑街道

【概况】　华苑街道位于南开区西南部，辖域东起津

浦铁路陈塘支线，西至外环线，南临宾水西道，北抵

迎水道，面积１．９７平方千米。划分 １１个社区，辖

１３个物业管理小区。住户数总计２０３３５户，其中户

籍人口４７３９１人、常住人口５３０５１人。除汉族外，有

回族２４５户７７３人、蒙古族６０户１９１人、满族２０３

户６２１人、朝鲜族６２户１８０人、以及锡伯族、京族、

仡佬族、达斡尔族、傈僳族等１５个少数民族 ３５户

１１４人。辖区内有聚华盈菜市场、久华里菜市场、地

华里菜市场 ３个菜市场。有幼儿园 １１所、小学 ５

所、中学２所，城市职业学院１所、医院２所。公共

汽车总站２处。公安南开分局刑侦支队坐落界内。

２０１８年，组织参与创文创卫活动２０余次。全年拆

除违章建筑１３０００平方米，累计拆除存量违章建筑

３０７４７平方米，完成任务总量８６％。环保督查涉及

违章建筑和主干道路两侧违章建筑拆除率１００％。

拆除云华里、竹华里等３处别墅扩建违章建筑，对２

处别墅违章建筑限制产权交易。对全街１１个社区

空地、１３６７个楼门、８００余处水表间和天井等区域内

堆放陈年杂物进行集中清理，清理各类堆物、垃圾

８００余车，４００余吨。

【街域经济】　组织辖区内企业参加政企互通平台操

作培训，企业全部开通政企互通平台。关注平台上企

业反映问题，加强对企业走访，做到宣传上门，政策上

门，问题解答率１００％。加强对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宣传工作，组织各社区利用海报、横幅、ＬＥＤ显示屏等

手段进行宣传，对普查区进行划分与绘图，对４３名普

查指导员和１５名普查员进行８次培训。地毯式走访

街域内商户，清查完成企业４１９家、个体经营户５６４

户，完成清查表及各种台账录入工作。录入出租车信

息７２０个、新注册单位４５家、一套表报表单位（见２２３

页注释７７）１３家，更改人工审核错误３０个，核实平板

电脑底册信息，组织社区一对一互查改错。１１月完

成平台改错，全部通过区统计局验收。

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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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城管通”平台反馈社区环

境案件３７５４件，处理３７５０件，结案率９９％。开展春

季灭鼠活动，发放灭鼠宣传资料１１００余张，投放灭

鼠毒饵点位９９６个，各小区投药覆盖面１００％。协

调监督各小区物业公司开展夏季灭蚊灭蝇灭蟑等

工作，组织小区物业公司及街爱卫会各成员单位对

病媒生物易孳生点位１４００余处实行全覆盖消杀。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契机，对照创文创卫点位检

查标准，推动全街１４个自然小区提档进位，打造示

范社区久华里和长华里，示范路华苑路和华苑东

路，为主次干路和社区制作创文公益广告宣传牌

３５５块、修补破损广告牌１３０块。为１１个社区制作

道德讲堂门牌，为新城瑞泽园社区制作入口铁艺宣

传栏、草地铁艺宣传牌等。开展百日会战清整环境

活动，发放创文创卫宣传单３０６００张、宣传品２３３００

份。清理楼门１３６７个，对８００余处水表间、天井等

区域内陈年杂物进行彻底清理，清理堆物堆料与日

常垃圾５０００余处。清理河道两岸垃圾、堆物１０余

次，清理垃圾杂物６车，拆除危险设施１处２０平方

米，拆除靠近河道天华里小区内违章房屋６间。

【民生服务】　年内，完成低保调标和低保复查工

作，办理低保新增４户、低保注销１４户。低收入家

庭新增１户、注销１户，特困供养新增１户、注销１

户，工商业者注销１户。至年末有低保户４１户、低

收入家庭３户、特困供养５户、工商业者３户。发放

临时救助３８人次９１７５４元。开展第五次中国城乡

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办理老年证８１７本，发

放敬老卡 ４８３张，补、换敬老卡 ２０１张。有残疾人
６１８人，办理残疾证７３本，迁出残疾人７人，迁入６

人。开展年度残疾人动态更新调查工作，调查完成

率１００％，入户率４９％。认定就业困难人员２４１人，

为困难群体实现灵活就业办理社会保险补贴 ３０１

人，组织三批学员 ３６人参加 ＳＹＢ（见 ２２４页注释
１０８）创业培训。４月份举办民营企业招聘周———王

顶堤华苑专场招聘会，７月和９月会同区人力社保局

分别赴甘肃省庆阳县、环县和夏河县开展精准扶贫工

作，签订就业意向６８人。全年采集就业信息８００余

条，开发岗位９００余个，安置失业人员６９０人。新接

收失业人员档案４９２份，办理“就失业证”１６４本，开

具各类证明６５０人次。办理保险手续１６８９人次、退休
２２人、医疗报销４人。发放失业保险金１９７４人次。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围绕建设“平安南开”目标，

排查矛盾纠纷１０３件，矛盾化解率１００％。落实社

会治安防控措施，投入１４４．７０万元打造华苑街视频

监控管理平台项目。在安华里、居华里、绮华里社

区新增更换摄像头１５０个。进一步完善社区监控网

络，辖区发生可控案件４０起，较上年下降３５．５％。

全年发动平安志愿者 ８０００余人次。奖励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年度参加“以奖代补”３８名监护人８万元。全

年开展平安建设主题宣传６次，参加６００余人，发放

宣传品３０００余份。开展法制宣传“进校园”“进单

位”活动２次，受教育人员６００余人。

【基层党建】　深化基层“三重一大”（见２２４页注释
１０９）集体决策，规范运行，重新修订《中共南开区华

苑街道党工委工作规则》和《中共南开区华苑街工

委议事决策规则》，年内研究“三重一大”事项５８５

项。组织街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３９次，组织干部集

中学习４０余次，集中研讨５次，处级领导干部到基

层宣讲辅导１００余人次，开展主题党课１２次。接收

预备党员４名，组织开展入党积极分子培训考试１４

人次。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１名。加强“两新”组

织党员教育和培养工作，举办“两新”组织党建专

题培训２次。完成１１个社区“两委”班子和７７个

基层党支部换届工作。维护党建学习网站，上传

各类信息２３００余篇。推进基层党建日常督查机

制，开展 ４次巡查。组织召开“大工委”联席会 １

次，定期召开“大党委”会议 ４４次，建立党建工作

指导站 ３个。“七一”和春节期间慰问困难家庭
２３０人次２３万元，“双联系”（见２２４页注释９５）慰

问困难户７４人次３．７万元。使用服务群众专项经

费２９４万余元，实施楼道加装扶手、防盗门等 ２６

项为民服务项目。

（田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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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荣誉

·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 奖项 授予单位

南开区
全国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先

进单位
全国普法办公室

南开区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区）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中国红十字总会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

南开区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检察宣传先进

单位
最高人民检察院

南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年度全国法院司法宣传先

进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

天津名流茶馆有限公司消防文

艺宣传队
全国１１９消防奖先进集体 应急管理部

天津时尚新世界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人事培训部分会
全国模范职工小家 中华全国总工会

南开区教育系统青年教师志愿

者服务队

第四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银奖

共青团中央

中央文明办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

致公党南开区委会 参政议政先进集体 致公党中央

台盟南开区工委 地市级参政议政先进集体 台盟中央

台盟南开区工委 市级组织参政议政突出进步奖 台盟中央

农工党南开区委会 《前进论坛》发行工作先进单位 农工党中央

万兴街侨联（天大北五村社区） 全国侨联系统先进组织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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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

获奖人员 奖项 授予单位

张社荣 ２０１８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国务院

侯文彬 ２０１８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国务院

马　燕 第四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中共中央宣传部

刘国玲 中国好人 中央文明办

刘　玥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中华全国总工会

柴　毅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 中华全国总工会

王月华 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个人 司法部

赵景亮 优秀党务工作者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消防局

卢学强 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致公党中央

张慧颖 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致公党中央

贾晓捷 ２０１８年度先进个人 九三学社中央

闫　安 台盟中央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年优秀盟员 台盟中央

黄明斌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全国侨联

市级荣誉

·先进集体·

获奖单位 奖项 授予单位

嘉陵道派出所

天津市“维护核心、铸就忠诚、担

当作为、抓实支部”主题教育实

践活动先进基层党组织

中共天津市委员会

长虹公园管理所
２０１８年天津市优秀志愿服务骨
干岗位

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

南开区教育系统青年教师志愿者服务队
２０１８年天津市优秀志愿服务
团队

天津市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

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三所城厢段

天津市荣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鑫茂科技

园南开园项目管理服务中心

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公益与法律援助部

天津市工人先锋号 天津市总工会

南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南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 天津市总工会

黄河医院劳模创新工作室
天津市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先进典型
天津市总工会

天津市南开区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０１８年度市级职工书屋 天津市总工会

南开区总工会 天津市劳动竞赛创新示范单位 天津市总工会

公安南开分局情报技术支队一大队 天津市青年文明号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

南开区审计局团支部 天津市五四红旗团支部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

嘉陵道街团工委 天津市五四红旗团委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

南开区看守所女子监管组 天津市三八红旗集体 天津市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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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开风采

·先进个人·

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冯　洁　刘鸿超

天津好人

徐俊卿　杨晓梅　边杰民

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欧阳卓葡　刘艳辉

天津市２０１７年度三八红旗手

刘　颖　杨晓梅

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张社荣

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卜显和

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许　静

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张慧颖

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傅利平

天津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田　越　张亚飞　强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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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各级各类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类　　别
学校数

（所）

毕业

生数
招生数

在校

学生数
教职工数

专任

教师数

合　　计 ６１ １３７７０ １９００２ ７３０６７ ６７０９ ５６９８

中等职业学校 ６ ９６７ ５４７ ２８２５ ６０２ ４５８

普通中学 ２４ ７３３４ ８６５６ ２４６３７ ３５３６ ２９７０

　高　中 １５ ３６５０ ３１７５ １０２２５ ２９５０ ２４６５

　初　中 ９ ３６８４ ５４８１ １４４１２ ５８６ ５０５

小　学 ３１ ５４６９ ９７９９ ４５６０５ ２５７１ ２２７０

表２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普通中学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项　　目 学校数（所）
毕业

生数
招生数

在校

学生数

专任

教师数

总　　计 ２４ ７８４１ １００７１ ２９５２２ ２９７０

　按部门分组

　教育部门 １７ ６０８３ ７２４２ ２１８９１ ２４２９

　其他部门 １ ０ ４８５ １０３４ ４５

　民　办 ６ １７５８ ２３４４ ６５９７ ４９６

按学校性质分组

　完全中学 １４ ６０９２ ６４６９ １９２５７ ２２６０

　高级中学

　初级中学 ５ ３４８ ９００ １８７３ １０７

　九年一贯制学校 ４ ４６８ １７９０ ５０７０ ３９８

　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１ ９９３ ９１２ ３３２２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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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资料

表３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幼儿园基本情况统计表

项　　目 数值 项　　目 数值

幼儿园所数（所） ４９ 三岁以下儿童 ３０４
在园（班）儿童数（人） １２８００ 教职工数（人） １９１２
三岁及以上儿童 １２４９６ ＃专任教师 １１８７

表４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普通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校舍情况统计表

占地面积

（万平方米）

校舍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学生人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普通中学 小　学 幼儿园 普通中学 小　学 幼儿园

１２３．１８ ４８．７６ ２１．０５ １０．７６ １６．５２ ５．１７ ８．４１

表５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其他教育基本情况统计表 单位：所、人

　项　　目 数值 项　　目 数值

成人教育 教职工人数

　成人高等学校 ＃专任教师数 ３５
　学校数 － 智力残疾 １１７
　在校学生数 － 　学校数 １
成人中等学校 － 　在校学生数 １９９
　学校数 － ＃初　中 －
　在校学生数 － 　小　学 １０７
特殊教育 ２１０ 　教职工人数 ３２
　视力听力残疾 ２ ＃专任教师数 ３５
　学校数 － 工读学校 －
　在校学生数 ２ 　学校数 －

＃初　中 － 　教职工人数 －
　小　学 ２ ＃专任教师数 －

表６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卫生事业机构统计表

项　　目 数　　值

总　　计 ２７５

医　院 ５２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０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８１

　门诊部（所）、护理站 １２７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６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防疫站） １

专科疾病防治院（所、站） ２

妇幼保建院（所、站） １

　卫生监督所（中心）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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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卫生技术人员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项目 总计 执业

（助理）医师

注册

护士

药师

（士）

技师

（士）
其他

总计 １３６８１ ５６３４ ５１９８ ８５３ ６７７ １３１９

医院 １１１４４ ４４１５ ４４９８ ６６７ ５２２ １０４２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２１１０ １１３２ ６１６ １８４ １００ ７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７８９ ３６７ ２４５ ８４ ３６ ５７

门诊部 １１６７ ６８６ ３０５ ９３ ６２ ２１

诊所、卫生所、医务室 １５４ ７９ ６６ ７ ２ ０

表８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医疗机构诊疗和病床使用情况统计表

项　　目 数　　值

诊疗情况（万人次） １５７０．１１

＃门、急诊人次数 １５５２．４４

入院人数（万人） ２４．４９

出院人数（万人） ２４．３７

健康检查人数（万人） ３２．８８

医师人均全年担负诊疗（人次） ２８１３．３１

病床使用率（％） ８０．６９

表９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全民健身活动设施情况统计表

项目 单位 数量
占地面积

（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投资金额

（万元）

室外全民健身公园、广场 个 １ ２０万

　 其中：健身路径 条 １ ２４ ２００ １．９５

室内全民健身中心 个 １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个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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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资料

表１０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二级运动员发展情况统计表

项目 人数 项目 人数

田径 １ 网球 ０
游泳 ２１ 垒球 ５
足球 ０ 艺体 ９
篮球 ０ 击剑 ４
排球 ４ 棋类 ３
乒乓球 ８ 举重 ０
武术 ３ 无线电 ０
跳水 ０ 花样游泳 ２
柔道 ０ 跆拳道 １
棒球 ０ 拳击 ０
羽毛球 ８ 中国式摔跤 ０
总计 ６９

表１１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安置优待情况统计表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一）本年接收人员合计 人

１军队离退休干部 人

　其中：离休 人

２地方离退休干部 人

　其中：离休 人

３军队退休士官 人

４军队无军籍职工 人

（二）本年实有人数合计 人

１军队离退休干部 人

　其中：离休 人

２地方离退休干部 人

　其中：离休 人

３军队退休士官 人

４军队无军籍职工 人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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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老年福利机构情况统计表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数

　（二）年末职工人数

　其中：女性

二、主要活动

年末床位数

年在院总人天数

年末在院人数

其中：女性

在院人员按性质分：

其中：优抚对象

　“三无”对象

　自费人员

在院人员按年龄分：

其中：老人

青壮年

康复和医疗门诊人次数

个

人

人

张

人天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人次

３０

１０７５

７５３

５４６７

３７４５

３２９１

１６８８

４４

１４

３２３３

３２９１

０

８４３

表１３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民办非企业组织情况统计表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数

（二）年末职工人数

其中：女性

二、民间组织按行业分

科技与研究

教育

卫生

社会服务

文化

体育

法律

工商业服务

其他

个

人

人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２３７

７６３７

５３８４

６

１４１

２８

１９

３

９

１

０

３０

００２



　统计资料

表１４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社团组织情况统计表

指标名称 单位 数值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数

（二）年末职工人数

其中：女性

二、民间组织按行业分

科技与研究

教育

卫生

社会服务

文化

体育

法律

工商业服务

其他

个

人

人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个

６６

３１４

１６６

４

１

３

１７

３

１０

１

４

２３

１０２



重要文件

２０１８年中共南开区委及区委办公室重要文件

序号 文　号 文 件 标 题

１ 南党发〔２０１８〕１号
迈入新时代 贯彻新思想 瞄准新目标 展现新作为奋力谱写南开发展的崭

新篇章———在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２ 南党发〔２０１８〕１３号
关于印发《天津市南开区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

３ 南党发〔２０１８〕２０号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贯彻

落实〈中共天津市委、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

的实施意见〉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４ 南党发〔２０１８〕３１号
中共南开区委关于表彰南开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

组织的决定

５ 南党发〔２０１８〕４０号
中共南开区委印发《关于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的实

施细则》的通知

６ 南党发〔２０１８〕４４号
中共南开区委印发《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７ 南党发〔２０１８〕４７号
中共南开区委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８ 南党发〔２０１８〕４９号
中共南开区委关于印发《南开区党的组织党务公开目录编制指导意见》

的通知

９ 南党发〔２０１８〕５７号
中共南开区委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创建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０２



　附　　录

序号 文　号 文 件 标 题

１０ 南党发〔２０１８〕５８号
中共南开区委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天津市南开区机构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

１１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４号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检查考核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方案》的通知

１２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６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三年行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创建全国文

明城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３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７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２０１８年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１４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８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区属国有

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和业务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１５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１０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南开区档案馆馆

藏档案资料查阅利用规定》的通知

１６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１３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南开区深入开展不作

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１７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１７号 关于加强南开区基层科协组织建设工作的通知

１８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２２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突出政治标准考准考实干部政治

表现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１９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２６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紧急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２０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３４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全面落实

湖长制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１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３６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市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考核反

馈意见进一步整改落实任务清单》的通知

２２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３７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服务企业

工作方案》的通知

２３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３９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印发《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４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４１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５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４４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五个作战计划的通知

２６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４５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承诺制标

准化智能化便利化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细则》的通知

２７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４８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食品安全

工作责任规定（试行）》的通知

２８ 南党办发〔２０１８〕４９号
中共南开区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知识教育普及活动方案》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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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办公室重要文件

序号 文　号 文 件 标 题

１ 南开政发〔２０１８〕４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落实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 南开政发〔２０１７〕５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办理２０１８年区“两会”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

的安排意见

３ 南开政发〔２０１７〕６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

４ 南开政发〔２０１７〕８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政务一网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５ 南开政发〔２０１８〕９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改革试点补助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６ 南开政发〔２０１８〕１０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治欠保支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

通知

７ 南开政发〔２０１８〕１１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治理污水外溢长效机制指导意见》

的通知

８ 南开政发〔２０１８〕１４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在指定场所和时间从事无须取得许可便民经营

的通知

９ 南开政发〔２０１８〕１５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开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方案》

的通知

１０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

五”行动计划和南开区“十三五”结核病防治规划》的通知

１１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２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区管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

资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的通知

１２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３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年）》的通知

１３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４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发改委拟定的《南开区落实〈天津

市关于加快推进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１４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５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１５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６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促进中小企业创新转型扶

持办法》的通知

１６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８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实施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１７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０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国民营养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实施方案》的通知

１８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１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地方志事业发展三年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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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号 文 件 标 题

１９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３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食品安全工作三年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

２０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４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商务委拟定的《南开区２０１８年非

法加油加气行为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

２１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６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区网信办拟定的《南开区“智慧南

开”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２２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８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秋冬季大气

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

２３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１９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悬挂

光荣牌工作的通知

２４ 南开政办发〔２０１８〕２１号
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南开区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实施方案》的通知

２０１８年“主流媒体看南开”重要新闻题录

３月２１—２２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播

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报道南开区

居民群众在万兴街道金融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集

体收看全国“两会”闭幕会盛况。

４月６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你的榜

样是谁 有了榜样就有力量”专栏播出向阳路街道昔

阳里社区居民书写心中榜样的画面。

４月７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你的榜

样是谁 有了榜样就有力量”专栏播出南开区川府里

小学学生张酉鹤畅谈榜样的接受采访画面。

４月８日，央视新闻频道记者与区新闻中心共

同策划央视新媒体直播节目《榜样的力量》，邀请南

开中学的学生与记者一起走进周恩来邓颖超纪念

馆，进行１小时１０分钟直播，共同聆听总理的故事、

学习伟人精神、感悟榜样力量。据统计，节目在央

视新闻客户端、央视新闻移动网、央广新闻等多家

重要媒体同步直播，收看超３万人次。

９月１７日，中央电视台一套《新闻联播》“新时

代担当作为典型风采”专栏播出《徐锦春：打通服务

群众“最后一千米”》，报道嘉陵道街道工委书记徐

锦春先进事迹。

１１月１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报道

《天津连续三年提前供暖 着力保障民生》，采访区

供热办负责人和南开区天材建业供热站，并入户

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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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录

中国共产党南开区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委

书　记：姚来英（任至４月）

杨　兵（４月任职）

副书记：孙剑楠

张勇勤

常　委：姚来英（任至４月）杨　兵　孙剑楠　张勇勤　敖立功

李瑞清　王艳玲　王志楠　王　伟　费　巍　李　晶

所属机构负责人

　区委办公室主任：李　晶

组织部部长：王志楠

宣传部部长：费　巍

统战部部长：敖立功

政法委书记：王江杰（任至１月）

李瑞清（１月任职）

巡察办主任：吴　勇

保密委办主任（保密局局长）：李长安

区委研究室主任：李建军

党史研究室主任：闫宝泉（任至１１月）

党校常务副校长：王永山（任至８月）

老干部局局长：苗忠萍

区级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戴月玲

台办主任：杜盛杰

网信办主任：朱文强

编办主任：李　怡

档案局局长：毛　利

综治办主任：崔　凯

新闻中心主任：焦洪斌

南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主　任：陈玉恒

副主任：刘建农　马金然　马国栋　王　军　武问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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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构正职负责人

　办公室主任：李宝强（任至６月）

李胜芳（６月任职）

代表工作室主任：吕树强

内务司法工委主任：叶国海

财经工委主任：徐瑞霞

教科文卫工委主任：张宪平

城建城管工委主任：李胜芳（任至６月）

张文岭（６月任职）

法制室主任：华耀欣

南开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

　区　长：孙剑楠

副区长：张勇勤（任至１月）王　伟（1 月任职）

左　林　罗进飞　沙　红　王　凤（挂职，６月任职）

王永召（挂职）　　徐　晖　薛　彤　苗林栋（挂职）

所属机构负责人

　政府办公室主任：孟庆国

政府研究室主任：张焕萍

发展改革委主任：房晓新

建委主任：安承明

商务委主任：陈庶彧

科委主任：贾文宗

市容园林委主任：朱洪亮

国资委主任：陈　岩

卫计委主任：纪明章

人力社保局局长：班东江

民政局局长：陈洪运

司法局局长：阎　祥

财政局局长：刘美乐

教育局局长：马淑苓

文化旅游局局长：马文清

审计局局长：张金刚

统计局局长：马书文

环保局局长：孙华林

房管局局长：荆宝泽

体育局局长：刘海晏

综合执法局局长：宋文合

安监局局长：密　松

审批局局长：姜春琦（任至１２月）

张红梅（１２月任职）

金融工作局局长：陈　强

社区办主任：栗　华

法制办主任：黄振怀

招合办主任：郭庆龙

人防办主任：郝金利

民宗办主任：王　洁

信访办主任：张　岩

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王世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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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南开区委员会

　主　席：王东升（任至２月）

于茂东（２月任职）

　副主席：石　江　许洪玲　郭明华　闫红年

刘福林　张社荣　李占通　孙华林（１月任职）

刘凯华（任至２月）

工作机构正职负责人

　秘书长：卫瑞刚

办公室主任：王　强

研究室主任：谢仁安

专门委员会第一办公室主任：胡建勋

专门委员会第二办公室主任：梁振义

提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管运波

委员联络室主任：于树民

中共南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南开区监察委员会

　纪委书记（监察委主任）：王艳玲

纪委副书记（监察委副主任）：刘泽红　高　华　王　涛

武装部　公检法

　武装部政委：车东兴（任至９月）

关慧强（１１月任职）

武装部部长：薛铁军

公安分局局长：左　林

检察院检察长：闫秀锁（任至１月）

韩鲁红（１月任职）

法院院长：张景良

人民团体

　总工会主席：李　晶（兼）

共青团南开区委书记：韩　铮

妇女联合会主席：张晓蓓

工商联主席：李占通

科协主席：曹　林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建华

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智　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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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单位

　国税局局长：寇　欣（任至７月）

地税局局长：杨献华（任至７月）

税务局局长：杨献华（７月任职）

市场监管局局长：路　巍

规划分局局长：郑晓辉

消防支队政委：赵景亮

消防支队队长：杜国信

城西供电分公司总经理：殷　军（任至４月）

赵宝国（４月任职）

邮政南开分公司总经理：吕洪静（任至１月）

李朝煌（１月任职）

街　道

　鼓楼街道工委书记：陈文强

鼓楼街道办事处主任：单金鑫

兴南街道工委书记：李全禄（任至８月）

兴南街道办事处主任：刘殿兴

广开街道工委书记：李秀忠

广开街道办事处主任：贾欣玫

长虹街道工委书记：侯树林

长虹街道办事处主任：元　刚

向阳路街道工委书记：刘志远

向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徐庆敏

嘉陵道街道工委书记：徐锦春

嘉陵道街道办事处主任：冷桂成

万兴街道工委书记：张广年

万兴街道办事处主任：张红梅（任至１２月）

秦桂萍（１２月任职）

学府街道工委书记：展克洋

学府街道办事处主任：郭铭亮

水上公园街道工委书记：王振明

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主任：王　敏

王顶堤街道工委书记：冯雪柱

王顶堤街道办事处主任：陈连东

体育中心街道工委书记：赵　萍

体育中心街道办事处主任：刘志凯

华苑街道工委书记：张文岭（任至６月）

于宏铎（６月任职）

华苑街道办事处主任：秦桂萍（任至１２月）

公　司

　房建公司经理：吴　斌

宏源热力工程公司董事长：马永刚

城投公司董事长：侯世立

城投公司总经理：匡建封

西区开发建设公司董事长：李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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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南开区社区名录

（１７３个）

鼓楼街道（９个）
天越园社区　龙亭家园社区　天霖园社区　壹街区社区　后现代广场社区　铜
锣湾社区　祥丰社区　海河广场社区　尚佳新苑社区

兴南街道（９个） 怀庆里社区　昆裕里社区　龙凤里社区　 南马路社区　五马路社区　延生里
社区　耀远里社区　源德里社区　紫光苑社区

广开街道（１３个）
卫安中里社区　卫安西里社区　瑞德里社区　级升里社区　桦林园社区　新丽
里社区　朝园里社区　风荷天江社区　格调春天社区　颂禹里社区　康舜里社
区　凯兴公寓社区　宝龙湾社区

长虹街道（１３个）
光明路社区　雅园里社区　雅云里社区　翰园里社区　雅美里社区　建华里社
区　平陆东里社区　东王家台社区　幸福南里社区　广灵里社区　华美里社区
　芙蓉南里社区　盛达园社区

向阳路街道（１９个）

集园里社区　华阳里社区　官易里社区　春畅里社区　芥园中里社区　留园里
社区　昔阳里社区　向阳路社区　延安楼社区　延长里社区　宜君里社区　跃
升里社区　云阳里社区　战备楼社区　冶金里社区　瑞湾花园社区　大园新居
社区　景园里社区　燕宇花园社区

嘉陵道街道（１６个）
宜宾东里社区　宜宾西里社区　泊江里社区　罗江里社区　雅安东里社区　雅
安西里社区　南江东里社区　南江西里社区　嘉陵北里社区　咸阳里社区　易
川里社区　汶川里社区　云龙里社区　川南里社区　金川里社区　桂荷园社区

万兴街道（２２个）

长江里社区　长宁里社区　风荷园社区　华章里社区　佳音里社区　龙德里社
区　南丰里社区　三潭东里社区　三潭西里社区　双峰里社区　苏堤路社区　
天津大学北五村社区　天环里社区　同富社区　卧龙里社区　兴泰路社区　义
兴里社区　玉皇里社区　金融街社区　玉泉里社区　紫云里社区　龙井里社区

学府街道（１４个）

学湖里社区　 府湖里社区　 照湖里社区　 风湖里社区　美湖里社区　 龙兴里
社区　 月环里社区　 荣迁西里社区　南开大学西南村第一社区　 南开大学西
南村第二社区　天津大学六村社区　 天津大学四季村社区　 天津大学新园村
社区　航天北里社区

水上公园街道（１０个）
水上公寓社区　红医里社区　观景里社区　观园里社区　荣迁里社区　复康里
社区　近园里社区　宁福里社区　欣苑公寓社区　临园里社区

王顶堤街道（２５个）

保山北里社区　保山南里社区　昌宁里社区　凤园北里社区　淦江里社区　鹤
园北里社区　横江里社区　华宁北里社区　华宁南里社区　金环里社区　金厦
里社区　林苑北里社区　林苑东里社区　林苑西里社区　迎水里社区　迎风里
社区　盈江东里社区　盈江西里社区　园荫里社区　凤园南里社区　美云里社
区　金冠里社区　金典花园社区　天房天拖社区（筹备）　融创天拖社区（筹备）

体育中心街道（１２个）
宁乐里社区　龙滨园社区　宁发阳光公寓社区　星城社区　仁爱濠景社区　凌
研里社区　金禧园社区　金谷园社区　津涞花园社区　阳光壹佰国际新城社区
　时代奥城社区　俊城浅水湾社区

华苑街道（１１个） 莹华里社区　天华里社区　日华里社区　绮华里社区　居华里社区　久华里社
区　地华里社区　长华里社区　安华里社区　碧华里社区　华苑新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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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有关单位名称全、简对照表

全　　称 简　　称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委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区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 区政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政协

中国共产党天津市南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区纪委

中共南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南开区监察委员会 区监委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办公室 区委办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组织部 区委组织部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宣传部 区委宣传部

天津市南开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区编办

天津市南开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区文明办

中共南开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委网信办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区委政法委

区委统战部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区委台办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研究室 区委研究室

天津市南开区档案局 区委档案局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老干部局 区委老干部局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校 区委党校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党史研究室 区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南开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区委巡察办

天津市南开区新闻中心 区新闻中心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区级机关工委

天津市南开区保密局 区保密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研究室 区政府研究室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政府法制办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政府信访办

天津市南开区行政审批局 区审批局

天津市南开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区地志办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民革南开区委会

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民盟南开区委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民建南开区委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民进南开区委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农工党南开区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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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称 简　　称
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致公党南开区委会

九三学社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区九三学社南开区委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天津市南开区工作委员会 区台盟南开工委

天津市南开区工商业联合会 区工商联

天津市南开区总工会 区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南开区委员会 团区委

天津市南开区青年联合会 区青联

天津市南开区妇女联合会 区妇联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术协会 区科协

天津市南开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区侨联

天津市南开区残疾人联合会 区残联

天津市南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区文联

天津市南开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区综治办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 公安南开分局

天津市南开区公安消防支队 消防南开支队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南开支队 交管南开支队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 区检察院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区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司法局 区司法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武装部 区人武部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区人防办

天津市南开区商务委员会 区商务委

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开科技园管理委员会 区科技园管委会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招商与合作交流办公室 区招合办

天津市南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区发展改革委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局 区金融工作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区国资委

天津市南开区统计局 区统计局

天津市南开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区安监局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 区教育局

天津市南开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区市场质监局

天津市南开区审计局 区审计局

天津市南开区财政局 区财政局

天津市南开区国家税务局 区国税局

天津市南开区地方税务局 区地税局

天津市南开区建设管理委员会 区建管委

天津市规划局南开区规划分局 区规划分局

天津市南开区市政工程管理局 区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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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称 简　　称
天津市南开区房地产管理局 区房管局

天津市南开区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 区市容园林委

天津市南开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区综合执法局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卫生管理局 区环卫局

天津市南开区环境保护局 区环保局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区科委

天津市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 区文化旅游局

天津市南开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区卫计委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局 区体育局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区民政局

天津市南开区老龄工作委员会 区老龄委

天津市南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区人力社保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办公室 区民宗办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侨务外事办公室 区侨外办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献血办公室 区献血办

天津市南开区红十字会 区红十字会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鼓楼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鼓楼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兴南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兴南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广开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广开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长虹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长虹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向阳路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向阳路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嘉陵道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嘉陵道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万兴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万兴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学府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学府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水上公园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水上公园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王顶堤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王顶堤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体育中心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体育中心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华苑街道办事处 区政府华苑街道

天津市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 区建设开发公司

天津市凯兴安居建设有限公司 区凯兴公司

天津市南开区房屋建筑工程公司 区房建工程公司

天津市南开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区城投公司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西供电分公司 区城西供电公司

天津市宏源热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区宏源热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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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指南

南开区区属医疗卫生机构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黄河医院 黄河道４２０号 ２７６５２１９０
水阁医院 北城街１２５６号 ２７５５５３５８
南开区中医医院 广开新街２８号 ２７４５０５０９
王顶堤医院 王顶堤苑中路（５０路终点站旁） ２３６７８１２１
三潭医院 三潭路５０号 ２７３７７３２７
理疗医院 二纬路３６号 ２７３５５４０４
水上公园医院 欣苑路１１号 ２３６８５３３０
向阳路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汾水道７４号 ２７３６５３３３
嘉陵道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嘉陵道１４号 ２７３６２９６７
学府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鞍山西道学湖里１０号 ２７３８７１５０
体育中心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阳光壹佰国际新城新南园６号楼 ８３７３６００１
华苑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华苑小区雅士道 ２３７２４２０８
万兴街东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灵隐道３１号 ２７４６０１０５
鼓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西市大街１０７号 ２７５７０５４６
长虹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汶水路２８号 ２７５７７２５０
南开区肺科医院

（南开区慢性病防治所）
南开三马路１５７号余门 ２７２４３９６３

南开区口腔病防治所 灵隐道３１号 ２７４６０１０５

南开区中学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天津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湖镜道１号 ２７４７６６７４
天津市崇化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西侧北城街 ２７２７４５２８
天津市第二十五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灵隐道１４号 ２７４５９９００
天津市南开区田家炳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纬路１１０号 ２７４３３３４１
天津市第九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凌宾路奥城５３号 ８３７７４９０１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４５２号 ２７５６５８１０
天津市南开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四马路２２号 ２７４８３３９１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天托南横江里平房７号 ８３６１４４２６
天津市天津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区中孚路４１号 ６０１８８９０１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云阳道６号 ２７３６７０５２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路１６５号 ６０２６４３５５
天津市南开区外国语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旧津保道２号 ２７６３５９５２
天津市五十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１５８号 １７６２２６３８０２６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４５８号 ８３５７８２００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区锦环道 ２３７１９２６１
天津市育贤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南丰路１７８号 ２７４１７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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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天津市津英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４９４号 ２７５３５６３７
天津市华泽中学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延安南路１号 ２７０３２８７８
天津市翔宇国际学校 天津市南开区天拖南横江北里６号 ８７３７５１３６
天津南开日新国际学校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迎风道西头 １３９２０８０８３３５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南开学校 天津海河教育园区新慧路１号 ８８９７７８５０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天津市南开区澄江路２号 ５８７８５０６３

南开区小学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南开区跃升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西横堤跃升里市场内 ８７７１３４１４
南开区中心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三马路２０５号 ８７０２３５９６
南开区新星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苑中路５８号 ２３３６６６１２－８２１
南开区永基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南大道３３号 ２７５６１８０９
南开区华夏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楚雄道４号 ２３６８１７２２
南开区南开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８１号 ２７３８１０６３
南开区中营瑞丽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保泽道６５号 ８３６１１２０５－８０１
南开区长治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长治里楼群内 ２７３８０４４６
南开区华苑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信美道１号 ２３７２９４１６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９２号 ２７４０４４８７
南开大学附属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２１号 ２３５０７９７６
南开区西营门外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临汾路５号 ２７５６１２３６
南开区艺术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闻喜里２号 ２７３６５５９１
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３９号 ２７３６５６２７
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立新路８号 ８７０８６８３３－８０１
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红日路１号 ２７６９５７３６
南开区前园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密云路锦园里楼群内 ２７５１３８２１－８０２８
南开区宜宾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通江路９号 ２７６１５０９６－８００１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１１６号 ２７３６７０５８
南开区水上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凌庄子道１２９号 ２３９２１５８５－８００６
南开区川府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川府新村温江路２号 ２７８７３９７９
南开区风湖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柳荫路湖波道１６号 ２７３８２９２７
南开区阳光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阳光壹佰国际新城南园３号 ８３９５７８８２－６０００
南开区义兴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南丰路义兴南里１４０号 ２７４７５６７３
南开区勤敏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苍穹道２８号 ２７３５４５６８－８０１０
南开区中营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鼓楼北城街与城厢西路交口 ２７２７２６８９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新街３０号 ２７４７１０２９－８０６
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４１号 ２７６８１９５０
南开区博瀚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望云道１号 ２３７２０７７１
南开区东方小学 天津市南开区万德庄南北大街１１６号 ２７４１２５８５－８１６
南开区育智学校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宜宾道３号 ２３６９４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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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公办幼儿园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南开区第一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柳荫路１６号 ２７４１８４２３

南开区第二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区莹华里 ２３７１５００６

南开区第三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芥园西道宜君小区 ２７７７３１６５

南开区第四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西营门外烈士路２７号 ２７５６５６７７

南开区第五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广开四马路春贺胡同２６号 ２７３８５０５５

南开区第六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城厢东路铜锣湾花园９号楼 ２７３５５９７２

南开区第九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罗江西里平房１号 ２７６４１１７０

南开区第十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冶金路２号 ２７３６６４７７

南开区第十三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城厢西路２９０号 ２７５８１８１２

南开区第十五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咸阳路６７号 ２７６２２７２１

南开区第十八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路嘉陵道泊江东里平房２号 ２７３６７４６６

南开区第十九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天拖南横江里平房５号 ８３６１２８０３

南开区第二十一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嘉陵道嘉陵南里平房１３号 ２７３６２２３６

南开区第二十二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苏堤路临江里１６号楼（西侧） ２７４９３４５２

南开区第二十四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卧龙南里平房２号 ２７３８２３２０

南开区第二十八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迎水道平房 ８３６３５７９５

南开区第三十一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王顶堤凤园里 ２３３６６０９４

南开区第三十二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林苑西道（苑中路） ２３３６６８４４

南开区第三十七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雅安道川府新村温江路 ２７６８３２３８

南开区居华里幼儿园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居华里３２号楼 ２３７１４７０１

南开区时代奥城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西路景山道奥城小区奥

城５０号楼
８７９３７５６８

南开区百花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荣迁东里（８号楼对面） ２３３６２０７４

南开区三八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玉泉路五云里２号楼 ２７３８３８４２

天津大学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９２号 ２７４０３４５４

南开大学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９４号 ２３５０８３２８

南开区实验学校幼儿园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区锦环道 ２３７１９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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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职业教育机构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南开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天津市南开区渭水道８号 ２７６４１３５０

公安南开分局对外窗口单位及派出所

单位名称 地址 电话

公安南开分局 南开二纬路３４号 ２７３５５９５７

行政许可中心 红旗路２７８号赛德广场区行政许可大厅内 ２７２８００３０

社防支队二大队 西市大街５０号 ２７６０１１７１

鼓楼派出所 南城街１４７１号 ２７６０１４４８

广开派出所 广开三马路５９号 ２７６０１６３８

长虹派出所 烈士路汾阳里３号楼旁 ２７６０１４６８

向阳路派出所 密云一支路燕宇小区４５号 ２７６０１４８８

嘉陵道派出所 自贡道１８号 ２７６０１５０８

王顶堤派出所 华宁道昌宁南里平房４号 ２７６０１５２８

八里台派出所 水上公园北路利德公寓３号楼 ２７６０１５４８

体育中心派出所 红旗南路凌庄子道８号 ２７６０１５６８

万兴派出所 白堤路７３号 ２７６０１５８８

兴南派出所 南开三纬路３１号 ２７６０１６１８

学府街派出所 鞍山西道学湖里８号楼旁 ２７６０１６５８

华苑派出所 华苑新城云华里３２号楼增１号 ２７６０１６７８

水上公园治安派出所 水上公园北门 ２７６０１７０８

古文化街治安派出所 古文化街９４号 ２７６０１６９８

南开区邮政网点

网点名称 地址 电话

东马路邮电支局 东马路６６、６８号一楼 ２７２７５２０６

三马路邮电支局 三马路源德里４号楼 ２７４２０４６５

孤山路邮电所 孤山路怀安西里３号楼３门１０１ ２７４７７２６７

天大邮电支局 天津大学院内金晖路青年公寓 ２７８９０８２２

向阳路邮电支局 向阳路３增１１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５８

二马路邮电所 龙凤市场仁善里１号楼底商 ２７２７５２４２

红旗路邮电支局 淦江路昌宁南里１８号楼底层１７号 ２３６８５８９５

花港里邮电所 三潭路１３０号 ２７４２２０２６

华苑邮电支局 华苑小区雅士路５０号 ２３７１９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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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点名称 地址 电话

日华里邮电所 榕苑路１６号 ２３７１２２５３

黄河道邮电支局 黄河道４８５号 ２７６２０１７１

科贸街邮电支局 白堤路２４４号 ８７８９０３１０

南开大学邮电所 南大西南村社区服务中心 ２３５０８３０８

双峰道邮电所 双峰道佳音里１２号楼 ２７３７８０９３

李七庄邮电支局 卫津南路１５０号奥翔园底商 ２３３８２８８２

东马路储蓄支行 东马路６６、６８号一楼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４３

三马路储蓄支行 三马路源德里４号楼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２５５

凯香家园储蓄支行 长江道２１０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０１７

西湖村储蓄支行 万德庄大街１７６号一层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６４

炮台庄储蓄支行 慎兴南里１号楼４１门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４４５

天大储蓄支行 天津大学院内金晖路青年公寓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２６３

花港里储蓄支行 白堤路１６３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１５３

王顶堤储蓄支行 王顶堤迎水道２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００８

三潭路储蓄支行 三潭路３１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３９１４

昌宁南里储蓄支行 淦江路昌宁南里１８号楼首层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１２８

碧轩园储蓄支行 碧轩园底商１－１－１０２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２８

华苑新城储蓄支行 华澳商务楼１－２－１０１ １５７２２０６３９６４

园荫道储蓄支行 园荫道２４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２３８

向阳路储蓄支行 向阳路３增１１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５７

嘉陵道储蓄支行 嘉陵道３３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１６７

南江路储蓄支行 南江路５２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１５８

芥园西道储蓄支行 咸阳路５０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０５８

盛达园储蓄支行 黄河道３１８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５４

宜君里储蓄支行 芥园西道２２４、２２６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５３

密云支路储蓄支行 密云路４３号增８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２４５

川府新村储蓄支行 川府新村貌风里３８号 １５７２２０６３９５４

华苑东路储蓄支行 红旗南路延长线与外环线交口阳光壹佰西园商业－１ １５７２２０６４３６５

８１２



　附　　录

注　释

１．五减：深化政务服务事项减事项、减材料、减环节、减证照、减时限的“五减”改革。

２．双百行动：矛盾纠纷１００％排查、１００％稳控。

３．“五个一”系列活动：开展一次“两优一先”评选表彰活动；开展一次“千名书记讲党课”活动；开展一

次帮扶慰问困难党员群众活动；开展一次党员应知应会知识学习测试活动；开展一次党员重温入党誓词

活动。

４．“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简称。新经济组织，是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

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混合所有制经济组织等各类非国有集体独资的经

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是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

５．双联系双服务三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和所属在职党员分别联系服务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困难党

员群众。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和所属在职党员到区委统一安排的社区党组织进行报到，参与支持社区党建

和社区建设，开展各种共建活动，联系社区困难党员群众，集中开展慰问，定期进行走访，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送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推进作风转变、推进服务群众、推进基层党建。

６．“三定”规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的简称。

７．双随机：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

８．三会一课：党支部“三会一课”制度，即：每季度召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月召开一次支部委员会，每

月召开一次党小组会，每季度上一次党课。

９．五爱：指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教育的简称。

１０．双创：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工作的简称。

１１．重双基强双责：重视基础规范、基础管理；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网站主体责任。

１２．第一种形态：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一种，具体是指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

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１３．六围绕一加强：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

性胜利，进行全面政治体检，加强对巡视巡察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

１４．六个共同：共同制定规划、共同物色选拔、共同培养教育、共同考察人选、共同讨论研究、共同督促

检查。

１５．百人计划：重点培养一批能够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在各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的无党派代表人士、有影响的党外中高级知识分子、民族和宗教界代表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

１６．五好党支部：指“五好”党支部的标准，即支部班子好、党员管理好、组织生活好、制度落实好、作用发

挥好。

１７．三大管理：定密管理、涉密人员管理、网络保密管理。

１８．四个不：不漏一人、不漏事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

１９．“１３１”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从２０１１年起，天津市以两年为一个集中培养周期，到２０２０年，十年间培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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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１０００名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知名度、进入世界科技前沿或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和创新优势的创新领军人才；

培养３０００名在全国专业领域内知名、居全市领先地位的学术技术带头人；培养１００００名各部门各单位的专

业技术骨干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力量。

２０．“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市委市政府发布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面向全国吸引人才在天津

落户。

２１．津八条：市委市政府在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规定中明确八条措施。

２２．南开２０条：南开区在营造企业家创业发展良好环境的工作举措中明确２０条规定。

２３．两个共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２４．“四进”：宪法、国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宗教活动场所。

２５．三到位一处理：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

为违法的依法处理。

２６．五个重新：重新落实包案领导、重新接待上访人员、重新调查问题事实、重新召开案件协调会、重新制

定解决方案。

２７．“一制三化”改革：推行承诺制和标准化、智能化、便利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２８．“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２９．四办：推动政务服务马上办、就近办、网上办、一次办。

３０．承诺审批：申请人不存在失信记录和未履行被执行人义务的，在不能全部提交申请材料的情况下，只

要向行政机关作出自承诺之日起６０日内补齐全部申请材料并符合法定形式的书面承诺后，行政机关即当场

或在承诺审批时限内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并发放有关证照、证件、证书和批文。

３１．１３１：每年培养造就一批不同层次的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第一层次，选拔１００名４０岁左右的尖子

人才；第二层次，选拔３００名３５岁左右的青年专业技术骨干；第三层次，选拔１０００名３５岁以下的青年技术

人员。

３２．三学一讲：“三学”是指学思想、学党史、学宪法，“一讲”是指领导干部讲党课。

３３．三服务一加强：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职工群众需求、服务社会和谐稳定，加强基层工会建设。

３４．七个同步：工作同步研究，信息同步交换，组织同步健全，典型同步选树，考核同步推进，资源同步整

合，责任同步落实。

３５．三到位：群众诉求合理的解决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

３６．双百社区：实现矛盾纠纷１００％排查、１００％稳控目标的社区。

３７．雪亮工程：以区、街、社区三级综治中心为指挥平台、以综治信息化为支撑、以网格化管理为基础、以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为重点的群众性治安防控工程。

３８．八类案件：我国社会治安工作中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

爆炸、投毒罪的总称。

３９．食药环：公安工作中对食品、药品和环境的简称。

４０．三停：停产停业、停止使用、停止施工。

４１．两客一危：从事旅游的包车、三类以上班线客车，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的道路专

用车辆。

４２．五类重点车：危化品运输车、校车、公路客运车、旅游客运车、“营转非”大客车。

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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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刑事速裁、认罪认罚二合一：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

实没有异议，同意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适用刑事速裁程序，发挥简案快审的优势，同时

强调保护人权，对认罪认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４４．要素式审判：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审判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在审

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对一些能够概括出固定案情要素的案件，进行要素提炼，并对双方当事人就案件中各

种要素是否存在争议进行归纳，主要包括案件审理方法和裁判文书制作方法。

４５．表格式判决：通过填写要素表，简化双方无异议的要素，重点审查双方当事人存在异议的要素。裁判

文书制作方法同样是围绕案件的特定要素，进行重点阐述、说理，简化双方无争议要素的说理。判决以表格

化的形式集中处理重要矛盾，以便法官快速、高效处理各类案件。

４６．落实１２项举措：制定《南开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积极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实

施意见》，加强审判管理监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惩治侵犯企业和破坏营商环境的各

类刑事犯罪；慎用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促进市场公平交易；依法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加强金融

审判工作；完善破产审判工作机制；加强对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的审查力度；公正高效审理涉及企业的行政

案件；加快胜诉企业债权实现；规范适用执行惩戒措施。

４７．法律五进：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学校，法律进企业，法律进单位。

４８．“精准普法”十大品牌项目：市委宣传部、市司法局、法治天津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市联合开展

推选精准普法“十大品牌”活动。十大品牌项目有法律进机关、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学校、法律

进企业、法律进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普法责任制落实、法治文化、新媒体普法。

４９．枫桥经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

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具有鲜明时代特

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

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５０．“四及时”工作法：及时走访谈心，了解刑满释放人员思想动态；及时法律宣讲，预防刑满释放人员重

新犯罪；及时排忧解难，营造宽松环境；及时跟踪管理，防止刑满释放人员脱管漏管。

５１．五好司法所：组织结构正规化、干部队伍专业化、业务工作效能化、所务管理制度化、基础设施标

准化。

５２．平战转换：将人民防空指挥体系、人防工程、人防专业队伍及重要经济目标单位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

状态或由战时状态转入平时状态的活动。

５３．正负零：是主体工程的一个基准面，在主体工程基准面下工程完成、该进行主体地上工程施工的时

候，也就是主体工程达到“正负零”。

５４．Ｋ１２：是学前教育至高中教育的缩写，现在普遍被用来代指基础教育。

５５．创通票：南开科技园创新创业服务通票专项用于扶持南开科技园服务范围内的企业创新创业发展。

提供以下四项服务：一是高新技术企业服务，主要包括完善专利、方案撰写等服务费用。二是知识产权服

务，主要包括专利的撰写、申报、授权等费用。三是大型仪器使用分析测试服务，主要用于大型仪器设备共

享使用、技术检测和分析测试等服务费用。四是创业服务，主要用于园区内新注册及新迁入企业注册、登

记、创业指导等服务费用。

５６．建设工程施工“６＋２”防控措施：“六个百分之百”加“两项保障措施”，即：施工工地周边１００％围挡，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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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地面１００％硬化，物料堆放１００％覆盖，出入车辆１００％冲洗，１００％湿化作业，渣土车辆１００％密闭

运输；智能化渣土运输１００％，非道路移动机械尾气１００％达标。

５７．七小片：长虹楼、长江楼排水所、石化楼、通江路、二马路二纬路、红旗北桥、五马路。

５８．“６＋２”扬尘管控要求：拆房工地周边１００％围挡，施工现场１００％硬化，物料堆放１００％覆盖，出入车

辆１００％冲洗，土石方施工１００％湿法作业，渣土车辆１００％密闭运输，中心城区智能渣土车辆１００％全覆盖，

场内非道路施工机械１００％达标排放。

５９．三种住房、三种补贴：三种住房是公租房、限价房、定向安置经济适用房。三种补贴是经济租赁房补

贴、廉租住房补贴、廉租住房实物配租补贴。

６０．八条禁令：一是严禁在楼板、阳台、露台、屋顶超荷载铺设材料，在室内增设超荷载分隔墙体。二是严

禁在住宅楼房外檐上增设门窗、拆窗改门或者扩大原有门窗尺寸。三是严禁将住宅楼房中的部分住宅房屋

改为生产、餐饮、娱乐、洗浴等经营性用房，影响房屋结构安全。四是严禁拆改住宅楼房或者与其结构垂直

连体的非住宅房屋的基础、墙体、梁、柱、楼板等承重结构。五是严禁违法建筑的房屋出租。六是严禁将违

反规定改变使用性质的房屋出租。七是严禁将原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分割出租。八是严禁厨房、卫生

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出租供人员居住。

６１．历史建筑紫线划定：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划定。

６２．两证一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６３．“６＋２”控尘措施：施工现场围挡率１００％、进出道路硬化率１００％、工地物料篷盖率１００％、场地洒水

清扫保洁率１００％、出入车辆清洗率１００％、项目全工期做到喷雾除尘机除尘应用率１００％，禁止现场搅拌混

凝土、禁止现场配置砂浆。

６４．“以克论净”专项考核：利用专业车辆，对道路每平方米浮尘称重，按照制定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

６５．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６６．１＋５污染防治体系：根据《南开区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实施方

案》和《南开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五个作战计划》要求开展的污染防治工作，其中五个作战计划涉及蓝天、

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及黑臭水体、柴油货车两大攻坚战。

６７．六个１００％控尘措施＋两个强化措施：施工工地周边１００％围挡、施工现场地面１００％硬化、物料堆放

１００％覆盖、出入车辆１００％冲洗、拆迁工地１００％湿法作业、渣土车辆１００％密闭运输，中心城区智能渣土车

辆全覆盖、场内非道路施工机械达标排放。

６８．１００１工程：到建党１００周年时，初步建成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

６９．双访双进：访政府、访企业，进基层、进现场。

７０．低压接电“零成本”：因低压非居民客户业扩报装引起的计量装置及以上配电网新（改）建工程由电

力公司出资建设，低压非居民客户办电成本降到零。

７１．“最多跑一次”清单：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公告，纳税人

办理清单中１８０项范围内事项，在资料完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前提下，最多只需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７２．一厅通办：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要求，纳税人进一个办税服务厅能办理所有涉税事项。

７３．“六个一”行动：开展每一位成员每一个季度到一家企业，鼓励引导企业提一个问题，形成一个有效

解决问题的典型案例，得到企业一个肯定评价的行动。

７４．三供一业：国有企业家属区的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理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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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这三项经费。

７６．约法三章：政府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

不增。

７７．一套表报表单位：建立统一规范、方便填报的企业一套表制度，就是将对企业分散实施的各项调查整

合统一到一起，统一布置报表，统一采集原生性指标数据，统一统计标准。填报企业一套表的企业，就是一

套表报表单位。

７８．小微企业：遵照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２０１７）》规定，按照行业门类、大类、中

类和组合类别，依据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或替代指标，将全国的企业划分为大型、中型、小

型、微型等四种类型。

７９．限额以上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达到限额以上的企业单位。

８０．“三合一”场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一种或一种以上使用功能违章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

建筑。

８１．“多合一”场所：住宿与生产、仓储、经营场所混合设置在同一空间内的建筑。

８２．体育艺术“２＋１”工程：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艺术教育教学和活动，让每个学生至少学习掌

握２项体育运动技能和１项艺术特长，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８３．直融路演会：在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情况下，初创项目或企业因发展需要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进

行的项目推介会议。

８４．“Ｎ＋１”试点：“Ｎ”主要指吸纳医院院长、学校校长、农技站站长、科研院所负责人、科技型企业负责

人、高技能人才等“关键人物”进入区、乡镇（街道）科协领导机构兼职挂职、发挥作用；“１”指上级科协加强

工作指导。

８５．新四病：精神病、肝硬化、糖尿病、伤害。

８６．体育场馆建设“五个一”要求：一个体育馆、一个体育场、一个游泳馆、一个全民健身中心和一个体育

公园。

８７．春风行动：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起、专门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就业服务的行动。内容包括为农民工

提供就业机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以及整顿劳动力中介机构等。

８８．“一中心两站”服务网：“一中心”即南开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两站”即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和社

区居委会退役军人服务站。

８９．双百工程：全区培育１００家示范社区社会组织、培养１００名社会工作项目管理社工。

９０．五七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有企业中参加辅助性岗位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和家庭妇女。

９１．规模以下、限额以下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没达到限额以上但正常营业且较为活跃

的企业单位。

９２．十种困难人员：“４０５０”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享受低保家庭人员、残疾人、单亲家庭人员、需供养有

重大疾病直系亲属的人员、长期失业人员、复员转业军人和现役军人配偶、刑释解教人员、失去双亲的失业

人员。

９３．四书两会一平台：“四书”指《治安案件基本情况书》《治安形势分析报告书》《治安防范对策落实督

改书》《平安建设情况汇报书》；“两会”指治安防控对策研究会、社区治安防控分析会；“一平台”指“平安广

开”微信公众平台。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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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平台企业：登陆天津市政企互通服务信息化平台（双万双服促发展平台）的企业。

９５．双联系：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和所属在职党员分别联系服务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困难党员群众。

９６．两哨、三队：“两哨”即固定瞭望哨和流动巡逻哨；“三队”即治安防控员队伍、治安信息员队伍、治安

志愿者队伍。

９７．爱卫工作双回签：社区居委会与区爱卫办指定的第三方消杀公司对蚊蝇消杀效果签定认定协议，双

方各一份。

９８．一站一会一员：红色驿站、党建共建联席会、在职党员。

９９．“四个一”争创活动：一委一面旗、一居一亮点、一科一特色、一岗一楷模。

１００．十无标准：无违法建设、无占路摆卖、无马路餐桌和露天烧烤、无占路加工作业、无店外摆卖、无乱堆

乱放和乱吊乱挂、无乱涂乱画、无乱摆灯箱和广告牌、无沿街商店牌匾字号残旧和缺笔少画、无破旧和空白

广告。

１０１．七无标准：无堆积物、无积尘、无污泥积水、无果皮纸屑塑膜、无烟头、无碎砖瓦砾、无痰迹污渍。

１０２．天津市企业家队伍建设“１１１”工程：１００名杰出企业家、１０００名新型企业家、１００００名优秀企业家。

１０３．党建＋：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为百姓解难、为企业搭台、为政府分忧”宗旨，开展社企、企企联建和

共建活动。通过共驻共建，用社会力量解决居民难题，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为企业拓宽发展平台，推

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１０４．４０％精简人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减轻国家困难，部分在职职工响应国家号召，从国有企事业单

位精简退职的老职工。政府按其当时工资的４０％发给生活补助费。

１０５．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以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工加企事业单位、共建单位等为载体，推动多

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模式。

１０６．以奖代补：给予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看护奖励金。

１０７．三小：具有销售、服务性质的商店、营业性餐馆饭店、小吃店、汽车摩托车修理店、洗衣店、电器维修

店等小商铺；具有加工、生产、制造性质的小作坊；具有休闲、娱乐功能的酒吧、茶艺馆、棋牌室、桌球室、麻将

房、美容美发店（院）等小娱乐场所。

１０８．ＳＹＢ：ＳｔａｒｔＹｏｕ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１０９．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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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爱国卫生 １６０…………………………………………

“爱心包裹”公益活动 １３３…………………………

安全生产 １３２…………………………………………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 １４９………………………………

安全生产宣传与培训 １４９……………………………

安全生产综合治理 １４８………………………………

安置帮教 ９２…………………………………………

案件评查 ８９…………………………………………

Ｂ

“百日会战”专项整治与专项治理 １２９……………

保密法治宣传教育活动 ４７…………………………

背街里巷道路专项整治 １２５…………………………

便民专线服务 ５９……………………………………

标准体系建设 ５８……………………………………

标准与计量管理 １４８…………………………………

滨河生态建设 １２４……………………………………

殡葬管理 １６７…………………………………………

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 ３９……………………

Ｃ

财政审计 １４３…………………………………………

财政收入 １３５…………………………………………

财政支出 １３５…………………………………………

财政资金管理 １３６……………………………………

彩柒汇生活广场 １０４…………………………………

菜市场标准化建设 １０４………………………………

参政议政 ６３－７０，７８…………………………………

残疾人教育培训 １６８…………………………………

残疾人救助 １６８………………………………………

残疾人就业 １６８………………………………………

残疾人维权 １６８………………………………………

残疾人文体活动 １６８…………………………………

测绘管理 １２１…………………………………………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 １４７………………………………

产业创新联盟 １５４……………………………………

长虹生态园与危改广场提升改造 １２５………………

承办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活动

１３３

……

………………………………………………

城建重点项目 １２１……………………………………

城区面貌 ２０…………………………………………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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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综合考核 １２６………………………………

出口企业情况 １０５……………………………………

传统商务设施业态调整 ９９…………………………

窗口服务建设 ５８……………………………………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 １８１…………………………

创文创卫工作 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２…………………………

创新创业服务 １００……………………………………

创业扶持 １６３…………………………………………

Ｄ

打击经济犯罪 ８８……………………………………

打击破案 ８３…………………………………………

大肠癌筛查项目 １６０…………………………………

《大龙》邮票专题集邮文化展 １３３…………………

大气环境质量 １３０……………………………………

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 １３０………………………

大事记 ２２……………………………………………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 ４０………………………………

党建引领 ８６…………………………………………

党建与群团工作 １７５…………………………………

党外干部管理 ４２……………………………………

党校教师到基层宣讲 ４５……………………………

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建设 ３２…………………………

党员教育 ４６…………………………………………

党政机构改革 ３４……………………………………

档案馆基础业务 ４４…………………………………

档案监督指导培训 ４４………………………………

档案新馆建设 ４４……………………………………

档案宣传 ４４…………………………………………

道路环境秩序治理 １２８………………………………

道路及社区绿化 １２４…………………………………

道路牌匾规范整治 １２５………………………………

道路提升改造 １２２……………………………………

道路秩序和环境卫生专项治理 １２５…………………

道路秩序巡查督办 １２８………………………………

地方金融监管 １０７……………………………………

地方志工作“一纳入”工作 １５８……………………

地块整理和项目建设 ９９……………………………

地理位置 １８…………………………………………

地名管理 １２０…………………………………………

地热资源 １９…………………………………………

地形气候 １８…………………………………………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１３０…………………………

第三届玑瑛国际创新季活动 １００……………………

第十三届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３７……………………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 １４４………………………

电网建设 １３２…………………………………………

电子商务产业 １０３……………………………………

调查研究 ５６，６０………………………………………

调研科研工作 ４５……………………………………

定密工作和涉密人员管理 ４７………………………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１１８……………………

读书活动 １５６…………………………………………

队伍建设 ８９，９１………………………………………

对台交流 ４３…………………………………………

多党合作与参政议政 ４２……………………………

Ｅ

二轮志书编修 １５８……………………………………

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１９５……………

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 １９５………………

２０１７年度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 １９５……………

２０１７年南开区大事述要编撰 ４５……………………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安置优待情况统计表 １９９…………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二级运动员发展情况统计表 １９９…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各级各类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表

１９６

……

………………………………………………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老年福利机构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民办非企业组织情况统计表 ２００…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普通中学基本情况统计表 １９６……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普通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校舍情况统

计表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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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其他教育基本情况统计表 １９７……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全民健身活动设施情况统计表

１９８

……

………………………………………………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人民政府及政府办公室重要文件

２０４

…

………………………………………………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社区名录 ２１０………………………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社团组织情况统计表 ２０１…………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卫生技术人员情况统计表 １９８……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卫生事业机构统计表 １９７…………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医疗机构诊疗和病床使用情况

统计表 １９８……………………………………………

２０１８年南开区幼儿园基本情况统计表 １９７………

２０１８年中共南开区委及区委办公室重要文件

２０２

……

………………………………………………

２０１８年“主流媒体看南开”重要新闻题录 ２０５……

Ｆ

法律服务 ９３…………………………………………

法律援助 ９３…………………………………………

法治南开建设 ９２……………………………………

法治营商环境 ９１……………………………………

防火监督 ８５…………………………………………

防汛 １２３………………………………………………

房地产市场管理 １０８…………………………………

房屋征收 １２２…………………………………………

“放管服”改革 ３４……………………………………

非公企业党群建设 ７９………………………………

非经营性公建建设管理 １２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１５６……………………………

分类救助 １６５…………………………………………

服务非公企业 ４２……………………………………

服务会员企业 ７８……………………………………

服务民生 ８３…………………………………………

服务民族宗教群体 ５７………………………………

服务企业 １１８…………………………………………

服务青年成长成才 ７５………………………………

服务区域经济 ７８……………………………………

服务商业综合体招商 １０３……………………………

服务业结构优化 １３９…………………………………

服务中心工作 ７５……………………………………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维护 ７７…………………………

妇幼保健 １６０…………………………………………

改制转隶 ８５…………………………………………

Ｇ

概况 ３２，３４－３６，……………………………………

３８，４０－４７，５４，５６－５８，６２－６４，６６，６７，６９，７０，７２，

７４，７６－７８，８０－８３，８５，８６，８８，９０，９２，９４，９６，９８－

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

１２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２－１４４，

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７，１６９－

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

干部管理和监督 ３３…………………………………

干部教育培训 ４４……………………………………

干警队伍建设 ８５……………………………………

岗位练兵 ８５…………………………………………

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南开行”活动 １００………

高新技术企业 １５４……………………………………

格格府典藏博物馆 １１７………………………………

工会经费专项整治 ７４………………………………

工会组织建设 ７２……………………………………

工贸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１４９…………………………

工业经济 ９８…………………………………………

工资福利 ５５…………………………………………

公安南开分局对外窗口单位及派出所 ２１７…………

公厕革命 １２７…………………………………………

公房管理与修缮 １０９…………………………………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１５６…………………………

公务员招录 ５５………………………………………

公证 ９３………………………………………………

供电服务 １３２…………………………………………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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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工作 １２２…………………………………………

共享单车停放秩序治理 １２９…………………………

古迹遗址 １９…………………………………………

古文化街旅游商贸区 １１２……………………………

鼓楼 １１２………………………………………………

固定资产投资 １３９……………………………………

固定资产投资审计 １４４………………………………

关爱重点青少年成长 ７５……………………………

光热资源 １９…………………………………………

广东会馆 １１３…………………………………………

广告管理 １４６…………………………………………

规划管理 １１９…………………………………………

规划综合业务 １１９……………………………………

国防动员 ９５…………………………………………

国防教育 ９５…………………………………………

国家重大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 １４３…………

国内招商引资 １１７……………………………………

国有企业改革 １４２……………………………………

国有资产日常监管 １４３………………………………

国资监管制度建设 １４３………………………………

Ｈ

海绵城市建设 １２２……………………………………

合同管理 １４６…………………………………………

合作交流 １５３…………………………………………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创建 １６４…………………………

河湖水质监测网络 １２３………………………………

环境法制建设 １３１……………………………………

环境监察 １３１…………………………………………

环境宣传 １３１…………………………………………

环卫精品化作业 １２６…………………………………

环卫设施设备 １２７……………………………………

环卫执法管理 １２７……………………………………

婚姻管理 １６７…………………………………………

活动宣传 １６９…………………………………………

Ｊ

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３５………………………………

机关廉政建设 ４７……………………………………

机关事业单位人事任免 ５５…………………………

基层党建

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２

……………………………………………

基层党组织和社区队伍建设 １７７……………………

基层党组织建设 ３３…………………………………

基层侨联活动 ７８……………………………………

基层组织建设 ４６……………………………………

基础设施养护 １２４……………………………………

基建项目审核管理 １３７………………………………

疾病预防控制 １５９……………………………………

计算机网络保密管理 ４８……………………………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百场集邮巡展活动 １３４……

纪念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 ４５………………………

纪念改革开放系列活动 ３６…………………………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活动 ４６………………

家庭家教家风活动 ７７………………………………

价格监测与评估 １４０…………………………………

坚持解放思想　创新引领　奋力开启建设创新南

开新篇章 １……………………………………………

监察体制改革 ３９……………………………………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１１９………………………………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 １０２…………………………

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管理 １０１…………………………

建设社区“汇家” ７５…………………………………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１２０………………………………

建议提案办理 ５４……………………………………

建置沿革 １８…………………………………………

建筑市场管理 １０２……………………………………

交流交往 ７１…………………………………………

交通安全宣传 ８７……………………………………

交通安全预防及监督 ８７……………………………

交通管理服务 ８８……………………………………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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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警卫安保 ８７……………………………………

交通事故处理 ８７……………………………………

交通秩序整顿 ８６……………………………………

交通组织规划 ８７……………………………………

教师队伍建设 １５２……………………………………

教育科研 １５２…………………………………………

教育行政 １５０…………………………………………

教育资源建设 １５４……………………………………

街域经济

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１

……………………………………………

街域经济工作 １７６……………………………………

节能降耗 ９８…………………………………………

节日气氛夜景灯光工程 １２５…………………………

节水工作 １２２…………………………………………

巾帼创业就业 ７７……………………………………

“巾帼建功”活动 ７７…………………………………

金融风险防控与互联网金融整治 １０７………………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１０６………………………………

“津门故里”邮政文化亭 １３４………………………

进出口市场格局 １０４…………………………………

进京越级访专项治理 ５８……………………………

京东７ｆｒｅｓｈ超市 １０４…………………………………

京津冀协同发展 １３９…………………………………

经济发展 ２０…………………………………………

精神文明建设 ３７，１７３，１８３…………………………

纠纷化解 ９１…………………………………………

旧楼区长效管理 １６６…………………………………

就业 １６３………………………………………………

就业对口扶贫 １６３……………………………………

就业与社会保险 １７６…………………………………

就业与社会保障 １８２…………………………………

决胜新时代 创文再出发———南开区２０１８年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工作纪实 ２９……………………………

军转干部安置 ５５……………………………………

Ｋ

楷模教育 １５１…………………………………………

康复服务 １６８…………………………………………

考核考评 ５５…………………………………………

科技金融服务 １５５……………………………………

科技型企业 １５４………………………………………

科技载体建设 １５５……………………………………

困难妇女儿童帮扶 ７７………………………………

Ｌ

垃圾分类工作 １２７……………………………………

劳动保障 １７５…………………………………………

劳动保障监察 １６４……………………………………

劳动服务保障 １７１……………………………………

劳动竞赛 ７２…………………………………………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１６４………………………………

劳模管理与服务 ７３…………………………………

老旧小区及远年住房改造 １０８………………………

老旧小区配电设施设备圈占堆物整改 １２６…………

老美华华夏鞋文化博物馆 １１７………………………

老年教育 １５３…………………………………………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建设 ３６…………………………

联网实时审计 １４４……………………………………

粮食安全区长责任制 １４１……………………………

粮食供需平衡调查 １４２………………………………

“临时邮局”服务展会 １３３…………………………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３３………………………

楼宇经济 １１７…………………………………………

楼宇园区产业升级 １００………………………………

鲁能城购物中心 １０４…………………………………

旅游品牌建设 １１０……………………………………

旅游市场管理 １１０……………………………………

旅游宣传促销 １１０……………………………………

旅游资源 ２０…………………………………………

绿化养护管理 １２４……………………………………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监督工作 ３９………………

Ｍ

慢性病发病率与居民死因顺位 １５９…………………

９２２

会计管理 …………………………………………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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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８１………………………………

民办教育 １５３…………………………………………

民兵调整改革 ９５……………………………………

民计民生 １７６，１８２……………………………………

民商事审判 ９０………………………………………

民生保障 １７２，１７８……………………………………

民生服务 １７０，１８０，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２…………

民俗文化 １９…………………………………………

民营经济 ９８…………………………………………

名录库建设 １４５………………………………………

Ｎ

南开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９……………………

南开区房屋建筑工程公司 １０２………………………

南开区公办幼儿园 ２１６………………………………

南开区基本指挥所提升改造工程 ９６………………

南开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７周年暨先进典型表

彰大会 ３１……………………………………………

南开区建设开发公司 １０９……………………………

南开区区属医疗卫生机构 ２１４………………………

南开区小学 ２１５………………………………………

南开区邮政网点 ２１７…………………………………

南开区职业教育机构 ２１７……………………………

《南开区志（１９７９—２０１０）》通过终审 １５８…………

南开区中学 ２１４………………………………………

南开区组织机构及负责人名录 ２０６…………………

南开有线电视台 １５８…………………………………

“南开智汇论谈”系列活动 １００……………………

内部指导审计 １４４……………………………………

内设机构改革 ８９……………………………………

泥人张美术馆 １１６……………………………………

年度报表与定期报表工作 １４５………………………

年鉴公开出版 １５８……………………………………

Ｐ

棚户区改造 １０８………………………………………

批捕公诉 ８９…………………………………………

平安创建 ８４…………………………………………

“平安嘉陵”建设 １８１………………………………

平安教育 １５３…………………………………………

平安街区建设 １７１……………………………………

平安社区建设 １７７，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７……………………

“平安兴南”建设 １７２………………………………

平安志愿者安保协防 ８２……………………………

Ｑ

企业创新转型升级 ９８………………………………

企业上市挂牌 １０６……………………………………

启迪协信科技项目招商 ９９…………………………

“启航湾”创新产业区建设 １５４……………………

侨联换届 ４２…………………………………………

桥下空间 １２４…………………………………………

青联活动 ７６…………………………………………

青年志愿者 ７６………………………………………

青少年法治教育 １５２…………………………………

青少年思想引领 ７４…………………………………

庆祝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活动 ３７………………………

区供热办与宏源热力公司改革 １３３…………………

区划设置 １８…………………………………………

区级领导干部座谈会 ３１……………………………

区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 ３９…………………………

区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 ３９…………………………

区全面落实河长制湖长制暨２０１８年中期工作推动

会议 ５２………………………………………………

区人大常委会会议 ４９………………………………

区人民政府廉政工作会议 ５２………………………

区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４９……………

区委十一届八次全会 ３１……………………………

区委十一届九次全会 ３２……………………………

区委十一届七次全会 ３１……………………………

区域性人民防空预警报知行动演习 ９６……………

区政府常务会议和区长办公会议 ５２………………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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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协常委会会议 ６０………………………………

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６０…………………………

区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 ６０…………………………

区政协主席会议 ６０…………………………………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 ３９……………………

全民科学素质 １５５……………………………………

全区领导干部大会 ３１………………………………

群团工作 １７３…………………………………………

群众满意度评价 ５８…………………………………

群众体育 １６１…………………………………………

群众文化活动 １５６……………………………………

群众文艺 １５７…………………………………………

Ｒ

燃气供热锅炉低氮改造工程 １３２……………………

人才队伍建设 ３４，１６０………………………………

人才专项服务 ５５……………………………………

人大代表工作 ５１……………………………………

人道救助 １６９…………………………………………

人防工程行政审批监督监管 ９６……………………

人防教育示范校与示范社区建设 ９７………………

人口和计划生育 １６０…………………………………

人口民族 １９…………………………………………

人民调解 ９２…………………………………………

人民生活 ２１…………………………………………

人事任免 ５０…………………………………………

仁爱河清淤及水循环工程 １２３………………………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 １４３………………………………

日常管理 １３７…………………………………………

日常消费食品价格走势 １４１…………………………

Ｓ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 １４３…………………………

“三区联动”机制 １５４………………………………

扫黑除恶 ８０…………………………………………

商标管理 １４６…………………………………………

商业市场监管 １０３……………………………………

社会保障 １６４…………………………………………

社会保障经费 １３６……………………………………

社会服务 ６３－６７，６９，７０，７９…………………………

社会救助与住房保障 １７５……………………………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 １６２………………………

社会治安重点整治 ８１………………………………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１７９，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２………………

社会治理 ２１…………………………………………

社会组织管理 １６７……………………………………

社区安全 １７５…………………………………………

社区党组织换届 ３４…………………………………

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１６５……………………………

社区环境整治 １７４……………………………………

社区建设 １６５，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５，１９０………………

社区矫正 ９２…………………………………………

社区教育 １５４…………………………………………

社区侨务 ５７…………………………………………

社区卫生 １６０…………………………………………

社区文化 １７１，１８６……………………………………

社区文化建设 １７９，１８４，１８８…………………………

涉台服务 ４２…………………………………………

涉台宣传 ４３…………………………………………

审计制度建设 １４４……………………………………

审批服务 １４６…………………………………………

审批制度改革 ５８……………………………………

生活指南 ２１４…………………………………………

声环境质量 １３０………………………………………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 １２３………………………………

食品安全监管 １４６……………………………………

市场主体信用信息 １４８………………………………

市领导到区考察调研 ３２……………………………

市容环境类环保问题整改落实 １２６…………………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 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６，１８７……

市容环境综合治理 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２……………………

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工作动员会议 ３１…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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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巡视三组专项巡视南开区情况反馈会 ３１……

市委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３２………………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３５………………………………

事业单位改革 ３５……………………………………

事业单位聘用制管理 ５５……………………………

适龄儿童窝沟封闭项目 １６０…………………………

收费管理 １４０…………………………………………

“双创”工作 ５６，１８４…………………………………

“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 １４０………………………

双拥共建 １６６…………………………………………

双拥优抚工作 １９０……………………………………

水环境质量 １３０………………………………………

水上公园 １１３…………………………………………

水资源 １９……………………………………………

税源管理 １３７…………………………………………

税源建设 １３６…………………………………………

司法所建设 ９３………………………………………

司法责任制 ９１………………………………………

思想政治工作 ３７……………………………………

思想政治建设 ３６……………………………………

Ｓ

特殊教育 １５２…………………………………………

特种设备安全监查 １４７………………………………

提案工作 ６１…………………………………………

体育等级状况 １６２……………………………………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１６２………………………………

体育竞赛 １６２…………………………………………

体育行政执法监督 １６２………………………………

体中暖心行动 １８９……………………………………

天后宫 １１４……………………………………………

天津爱普生有限公司 ９９……………………………

天津创世生态景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１…………

天津狗不理水上大酒楼有限公司 １０６………………

天津鼓楼商业步行街 １１２……………………………

天津好人 １９５…………………………………………

天津京信通信系统有限公司 １０１……………………

天津老城博物馆 １１４…………………………………

《天津日报·南开时讯》 １５７………………………

天津三尺余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６…………………

天津市２０１７年度三八红旗手 １９５…………………

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１９５……………………………………………………

天津市第十五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１９５……………………………………………………

天津市凯兴安居建设有限公司 １０９…………………

天津市民俗博物馆 １１６………………………………

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 １９５……………………………

天津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１９５…………………………

天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 １９５…………………………

天津文化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７……

天津文庙博物馆 １１５…………………………………

天津戏剧博物馆 １１６…………………………………

天津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５…………………

天津宜药印务有限公司 ９９…………………………

铁路护路联防 ８２……………………………………

铁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１２６…………………………

通庆里 １１５……………………………………………

统计调查 １４５…………………………………………

统计法制建设 １４５……………………………………

统计服务 １４５…………………………………………

统战宣传 ４２…………………………………………

投资贸易推介 １０３……………………………………

土壤污染治理与生态红线 １３１………………………

推动百脑汇转型升级 １００……………………………

Ｗ

外向型经济发展 １０５…………………………………

万兴地区社会治理创新 ８０…………………………

网络内容建设 ３８……………………………………

危险化学品企业与安全生产防控网监管 １４９………

为老同志服务 ３６……………………………………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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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户外广告设施专项治理 １２５……………………

违法建筑拆除及立面治理 １２８………………………

违纪案件查处 ４０……………………………………

维护区域社会稳定 ８０………………………………

卫生执法监督 １６１……………………………………

文稿起草 ４３…………………………………………

文化市场管理 １５７……………………………………

文明城区创建 ３８……………………………………

文物保护 １１０…………………………………………

物业服务与管理 １０８…………………………………

Ｘ

先进个人 １９４，１９５……………………………………

先进集体 １９３，１９４……………………………………

现代金融体系 １０６……………………………………

献血实施 １６１…………………………………………

献血宣传 １６１…………………………………………

消防宣传 ８６…………………………………………

消费维权 １４８…………………………………………

小学教育 １５１…………………………………………

协调解决难题 ６１……………………………………

协同创新项目 １００……………………………………

心理健康教育 １５２……………………………………

薪酬制度改革 １４２……………………………………

信访法治化建设 ５８…………………………………

信访积案化解 ５７……………………………………

信访举报 ４０…………………………………………

信息化建设 ３８………………………………………

信息化应用 ８４………………………………………

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 ８９………………………

刑事监督 ８９…………………………………………

刑事审判 ９０…………………………………………

刑事诉讼捕诉合一和速裁机制 ８８…………………

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 ８３……………………………

行政审判 ９１…………………………………………

行政事业财务管理 １３６………………………………

行政事业单位不动产监管 １４２………………………

行政执法监督 ８３……………………………………

形势政策教育 ３７……………………………………

宣传教育 ７２…………………………………………

学前教育 １５０…………………………………………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３７……………………………

学校体育 １５１…………………………………………

巡察创新工作思路创新 ４１…………………………

巡察全覆盖 ４１………………………………………

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 ４１…………………………

Ｙ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４０……

药品化妆品安全监管 １４７……………………………

夜景灯光养护管理 １２５………………………………

医疗器械安全监管 １４７………………………………

医政管理 １５９…………………………………………

依法行政 １０９…………………………………………

依法行政考核 ８２……………………………………

义务教育学校现代化标准建设评估验收 １５２………

议案建议督办 ５１……………………………………

“翼企创”项目路演活动 １０１………………………

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９７………………………………

应急管理 ５４…………………………………………

应急救护培训与基地建设 １６９………………………

英业达集团（天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５………

优抚安置 １６６…………………………………………

优化营商环境 １３８……………………………………

有关单位名称全、简对照表 ２１１……………………

幼儿园办园行为区级督导评估 １５２…………………

与区妇联等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１３３……………

玉皇阁 １１５……………………………………………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７５……………………………

预付卡相关工作 １０３…………………………………

预算管理 １３６…………………………………………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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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管理 １３６……………………………………

Ｚ

“增添正能量”主题活动 ３６…………………………

赠书活动 ４６…………………………………………

战备训练 ９４…………………………………………

招商机制创新 １１７……………………………………

侦破抓获“８·９”纵火案 ８４…………………………

征编《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历次党代会资料汇编》

第三卷 ４５……………………………………………

征管改革 １３７…………………………………………

政府采购 １３６…………………………………………

政府督查 ５４…………………………………………

政府工作报告 １０……………………………………

政府接待 ５２…………………………………………

政府热线 ５４…………………………………………

政企互动信息化服务平台 １４５………………………

政务网建设 ５４………………………………………

政务信息公开 ５４……………………………………

政协委员视察重点工作 ６１…………………………

政治建警 ８０…………………………………………

知识产权工作 １５５……………………………………

执法监察 １２０…………………………………………

执法检查 ５１…………………………………………

执法培训指导 １２９……………………………………

执行工作 ９１…………………………………………

职称评定 ５５…………………………………………

职工帮扶与服务 ７４…………………………………

职工权益维护 ７３……………………………………

职工文体活动 ７３……………………………………

职务犯罪案件办理 ８９………………………………

职业技能培训 １６４……………………………………

质检考核 １２８…………………………………………

治安管理 ８４…………………………………………

智能化信息化发展 １５５………………………………

智能制造 ９８…………………………………………

中学教育 １５１…………………………………………

中医药管理 １５９………………………………………

重大活动保障 １２９……………………………………

重大决策法律服务 ８３………………………………

重点领域机制体制改革 ３４…………………………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１１６……………………………

珠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１０７………

主题社会宣传 ３７……………………………………

助推商业综合体升级 １０３……………………………

住房保障 １０８…………………………………………

注　释 ２１９……………………………………………

专题文稿撰写 ５６……………………………………

专项资金审计 １４４……………………………………

自查自评工作 ４７……………………………………

宗教事务管理 ５７……………………………………

综治目标责任制 ８１…………………………………

综治中心和信息化建设 ８２…………………………

组织建设 ６２，６３，６５，６８，６９，７４，７７，１６８……………

组织推动全区调研工作 ４３…………………………

组织推动全区重点改革任务落实 ３２………………

祖国统一工作 ６３……………………………………

最低生活保障与社会救济救助 １６５…………………

作业安全管理 １２８……………………………………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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