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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街以创文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线 坚持问题导向 不断提升环境面貌

突出为民服务 让群众得“实惠”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宣传造势 压实主体责任

新北街多举措推进扫黑除恶

新北街开展联合专项检查

加大检查督导力度
确保校园食品安全

精彩文艺大餐精彩文艺大餐
展示新北风采展示新北风采

珠江里社区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学习时代楷模
引领文明风尚

解决居民生活之急需

“百康里是新河街辖区的老旧社

区，房屋年久失修，不少屋顶已经开始

漏雨，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群众反应

强烈。”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经过深

入调研，全面启动了小区屋顶修缮工

程，排除安全隐患，彻底改善群众居住

环境。

今年以来，新河街坚持民有所呼、必

有所应，疏通老旧小区污水管道堵塞 62

处，更换井盖 39 个，处理各类井塌陷 19

处。“街道先后协助华翠洋房业委会对小

区实施环境综合清整，清理新建里小区

化粪池并修复化粪池盖，协调解决西江

里20栋污水外溢问题，并建立了长效管

理机制，解决了失管小区众兴里、仕嘉花

园、百康里保洁问题。”新河街负责人告

诉记者。

开展环境综合整治活动

今年以来，新河街组织各社区开展多

种形式的环境整治和清整活动，对老旧社

区垃圾杂物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清除了社

区卫生死角，消除了楼道安全隐患。同

时，街道建立日常管理制度，保障社区日

常清整工作，及时清理社区垃圾杂物，出

动人员1200余人次，车辆190台次，清运

垃圾500余吨。

为营造良好的入区环境面貌和城市

品位，新河街开展了京津城际、津秦铁路

沿线环境综合整改，出动人员80人次，车

辆15台次，清理沿线垃圾杂物、水面漂浮

物，对影响环境的违章建筑、违法圈占和

堆物等进行了清理；对影响铁路安全的建

筑进行了拆除和加固。

实现老旧小区物业全覆盖

新河街辖区老旧小区多，物业管理

一直跟不上。今年以来，针对这一问题，

新河街完善了新建里和百兴里小区居民

物业自治管理模式，采取招标形式完成

了珠江里社区、漓江里社区、新河新区、

高新里小区旧楼区长效管理服务单位的

招标工作，组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

和业主代表，完成西江里社区、兵营楼、

百兴里、岷江西里、幸福楼、翔鹤园10栋

和 11 栋等旧楼区长效管理服务单位的

选聘工作，对于边缘平房区域实施委托

物业管理。目前新河街辖区老旧小区实

行社会化物业管理全覆盖。同时，新河

街通过加强社区卫生主任和物业专职员

的管理，强化履职责任，及时处理影响居

民生活环境的问题，加强对物业服务企

业的“以奖代补”考核，老旧小区居住环

境有了明显的改观。

今年以来，新河街以创文环境综合治理为主线，以环境保护和河长制
工作为重点，围绕基础设施维护、环境保洁、改善城市面貌和市民居住环境
等方面，坚持问题导向、稳步推进的原则，不断改善民计民生，提升环境面
貌，让居民群众切实得到实惠。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建里社区开

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参

与艾滋病防治宣传，让群众进一步了解艾滋病

防控知识，关注艾滋病。

活动中，社区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

语，为居民播放艾滋病宣传片；工作人员向居

民介绍艾滋病的致病原因、传播途径、带来的

危害和预防方法等相关知识，使居民进一步了

解防艾知识，提高群众主动防范意识和能力。

此次活动提高了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消除公众心理障碍，有效推进了社区艾滋

病防治宣传工作。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营造讲文明、

树正气、促和谐的社区新风尚，日前，珠

江里社区开展“学习时代楷模，创建文明

城区”主题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通过电子屏滚动播

放宣传语、发放宣传材料等方式进行，

向居民讲解 2018 年被中宣部授予“时

代楷模”称号的人员或群体的主要事

迹。社区负责人表示，时代楷模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模范践行者，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光辉

典范，是新时代党员干部信念坚定、为

民造福的杰出楷模，他们的精神值得

我们深入践行。通过开展此次活动，

号召居民们以榜样为镜，汲取榜样坚

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培植

高尚的情怀、高超的本领、高贵的品

质，为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做

出应有的贡献。

新建里社区开展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

普及防艾知识 增强健康意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新北街道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按照“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乱”要求，各司其职、齐抓共管、共同参
与，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 记者 马兰

强化政治站位 加强组织领导

新北街街道工委高度重视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通过工委会、班子会和工

作部署会，贯彻落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总体要求和具体任务，进一步增强扫

黑除恶的政治使命感和工作责任感。

成立以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为

组长，以办事处副主任、街道工委副书

记、街道纪工委书记和新北派出所所长

为副组长，以其他处级以上领导和分管

负责人为组员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扫黑除恶办公

室，进一步明确任务、压实责任，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推向深入，确保工作实效

落入实处。

强化宣传造势 做到家喻户晓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离不开广大群众

的积极参与。新北街通过会议宣讲、入

企入户宣传、悬挂横幅、制作展牌、张贴

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积极营造扫

黑除恶强大社会声势，做到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形成对黑恶势力犯罪的全方位

高压态势。目前已制作展牌50块，悬挂

宣传条幅 310 条，印发《致居民一封信》

30000 份，设置举报箱 500 个，通过微信

公众号宣传转发700余次。

明确关键重点 压实主体责任

新北街结合街道中心工作和辖区社

会实际，不断完善机构设置，健全工作机

制，突出线索排查重点，深挖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

索，重点排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大的重点行业领域，推动专项斗争打开新

局面、实现新突破。同时，持续发挥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优势，与新北派出所资源共

享，摸清黑恶势力容易滋生的地方，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坚持基层“拍蝇”，扫除和

减少薄弱环节。强化对辖区重点领域、重

点场所、重点部位的清查整治工作力度，

对相关案件深挖彻查、快侦快办。

该街通过压实工委主体责任，强化统

筹工作力度，确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

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街道压实相关单

位和部门行业系统、分管领域专项斗争

工作责任，确保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新

北街负责人表示，街道加大执纪问责力

度，加强队伍建设和管理，以零容忍的态

度坚决打击，为辖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良好环境。

日前，新北街举行“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凝心聚力共创文明城区”文艺

演出。开场舞《花开盛世》拉开了演

出序幕，随后，舞蹈、古筝、快板、诗歌

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出在歌伴舞《共

筑中国梦》中落下帷幕。精彩纷呈的

文艺汇演为现场居民带来一场文化视

觉盛宴，集中展示了新北文化建设的

丰硕成果，充分体现了新北的人文魅

力。其间还对荣获“滨海好人”的新北

街居民进行了表彰，并穿插了创文知

识竞答。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做好校园、幼

儿园及托幼场所食品安全工作，近期，新

北街食安办联合街社会事业办、街经济

发展办、街综合执法大队、街综治办等职

能科室，开展了为期8天的校园食品安

全联合检查工作，对安全监管区内5所

学校、6个幼儿园、70个托幼点的食堂开

展了专项检查。

检查重点围绕单位和从业人员持证

情况、食品卫生安全情况、内设食堂食品

加工情况以及食品采购、运输、储存、加

工、留样和餐饮具消毒情况进行了检查，

发放了致学校的一封信，向校园餐饮从

业人员宣传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的

意义，强化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新北

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此次专项检

查行动，进一步摸清了街道安全监管区

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现状，下一步将进一

步加大跟踪治理工作力度，为创建国家

食品安全示范区奠定坚实基础。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弘扬中国传统艺

术，让居民了解民间艺术之美，日前，新新家

园社区举办“同创文明城 共圆中国梦”剪纸

活动。

本次活动将创建文明城区知识与剪纸艺

术相结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剪纸这

艺术形式展现出来。活动现场，居民相互观摩

学习、交流心得，通过大家的热情创作，一幅幅

精巧细致的剪纸作品在剪刀上下翻飞中出炉

了。此次活动为剪纸爱好者搭建交流平台，让

更多的人领略剪纸艺术魅力，也创新了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的宣传形式。

新新家园社区举办剪纸活动

弘扬传统艺术 助力创文宣传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日前，高辛里社区召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工作会议，社区工作人员、辖区民

警、居民代表、党员等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精神。会议要求，迅速开展收集摸排

黑恶势力信息，切实将涉黑涉恶信息摸准、摸

实；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黑

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在全社区营造良好治

安环境。

高辛里社区召开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工作会议

营造良好社区治安环境

时报讯（记者 马兰）在全国第七个“交通

安全日”来临之际，威海路社区开展了以“细

节关乎生命、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宣传

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安全

文明宣传单页，介绍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

交通安全细节，如开车要系安全带、交通盲

区要慢行、停车开车门要当心、骑电动车要

带安全帽、路上不做低头族等。同时，通过

在LED 屏幕上滚动播放交通安全标语，向社

区居民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此次活动普及

了文明交通知识，传播安全守法理念，倡导

文明理性出行，增强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

和文明意识。

威海路社区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传播守法理念 倡导文明出行

时报讯（记者 刘纯）日前，贻正嘉合社区

联合塘沽一职专开展志愿巡逻活动。

活动中，街道工作人员、社区平安志愿者

和学生志愿者佩戴“红袖标”，穿上统一红马甲

在社区进行巡逻，对辖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

行逐一排查。除了安全巡逻，大家还主动清理

路面上的烟头、纸屑等垃圾，并对不文明行为

进行了劝导。

学生志愿者纷纷表示，以后将多多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倡导文明行

风，影响和带动身边的人参与志愿服务。

贻正嘉合社区开展志愿巡逻活动

践行志愿精神 倡导文明新风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进一步增强居民

文明意识，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日前，迎宾园

社区举办“文明与你同行 创建从我做起”联

欢活动。

联欢会上，社区文艺爱好者表演了舞蹈、

独唱、诗朗诵等节目。社区舞蹈队自编自演的

舞蹈《绚丽的 60》展示了舞蹈队阿姨们的活

力，引发大家的阵阵喝彩，将活动带向高潮。

此次活动充分展示了社区文化建设成果和社

区居民的风采，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宣传创文、倡导文明，在社区营造了浓厚的创

文氛围。

迎宾园社区举办联欢活动

丰富居民生活 营造创文氛围

日前，威海路社区举办“科

学育儿”亲子系列活动之亲子创

意烘焙课，得到居民的广泛关注

和积极参与。活动现场，社区志

愿者与家长和孩子一起准备食

材，带领孩子们体验制作过程，

手把手教他们和面揉面、设计造

型、入箱烘烤等流程。此次亲子

烘焙活动增进了家长与孩子之

间的感情，培养了小朋友们的动

手能力以及亲子间的合作和协

调意识，激发了孩子们对生活的

热爱和良好的审美情趣。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亲子烘焙课
享快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