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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出栏肉羊6万只、肉猪1.9万头，

完成秸秆综合利用 6万亩，土地深松 1.2

万亩，精心培育带动性强的服务型、销售

型合作社 13个……2018年，中塘镇农业

硕果累累，该镇坚持求特色上规模不放

松，生态农业在全区保持领先地位。

增强特色农牧带富能力
中塘镇在打造中塘种羊、肉羊、禽

蛋、茶树菇等特色现代农业品牌基础上，

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水平，尤其特色农牧带富能力显著。去

年，该镇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累计出栏

肉羊 6万只、肉猪 1.9万头，肉鸡存栏 5.1

万只、蛋鸡存栏 65万只，鲜蛋累计产量

1.17万吨，畜禽养殖业已成为中塘的靓

丽名片。

此前，中塘镇大力发展规模化特色化

的示范农业，并规划建立休闲农业区、特

色农业区、生态农业区三大现代特色区

域。近期，该镇规划河西区域的61平方

公里全部用来发展农牧业，进一步发力传

统农业都市化、畜牧产业旅游产品化的革

新，巩固中塘特色农业优势。

新的一年，该镇将在去年精心培育带

动性强的13个服务型、销售型合作社的

基础上，大力培育农业生产大户，发展壮

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加工企业，提高

农民组织化程度。做好现代农业技术升

级推广，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循环农业，真

正从质上提升农业创富能力。

盘活土地资产 还利于民
中塘镇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

加快土地流转。去年，该镇基本完成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9个村成立股份经济

合作社，2个村成立经济合作社，村委会

代行经济合作社职能12个，为农村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为不断夯实农业发展基础，该镇实现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盘活农村土地资

产，提高农村各类资源要素配置和利用效

率，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同时，通过资

产变股份、农民当股东，实现集体资产归

属清晰、权责明确、利益明白，真正还权于

民、还利于民。

此外，该镇今年还将致力于培育农

业农村发展新业态新动能，支持“农创

客”“农二代”“新农人”等职业农民成

长，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不断解放农村社

会生产力，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农

村繁荣。

让农民实现多渠道“创收”
目前，中塘镇以种羊、肉羊、奶牛、蛋鸡

以及设施蔬菜种植等产业园区为载体，建

设农家村落，搭建电商平台，发展物流产

业，形成农业旅游观光、特色养殖体验、农

家村落体验、特色餐饮体验、垂钓采摘休闲

等农产品深度加工为一体的综合产业体

系。农民们不再仅靠种地创收，而是可以参

与到特色农业当中的任何一个产业体系。

“今年，我镇将大力支持腾源、神驰、

奥群等龙头企业壮大发展，促进肉种羊、

奶牛、蛋鸡等特色畜牧养殖业延伸产业

链，推动潮宗桥光伏农业、东河筒南美白对

虾养殖、杨柳庄等村设施水产（渔光互补）

等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实现农民由传统土

地收益向多重收益转变。”中塘镇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镇里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型特

色农业，让农民成为职业农民，参与到服务

业、种养业等多个行业。多渠道“创收”才能

让本土农民致富，真正走上小康之路。

近日，海滨街春阳社区组织青

少年利用假期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

社区青少年在社区工作人员和

志愿者的带领下捡拾小区路面上、

绿化带里的垃圾，并向过往居民发

放消防安全宣传材料，号召大家在

节日期间提高安全意识。

经过青少年的劳动，社区环境

变得更加整洁，过往居民纷纷点赞。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青年志愿者
假期助创文

特色产业规模化 规模农业产业化

中塘镇：特色农业带动农民创富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长期以来，中塘镇坚持“特色产业规模化、规模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理
念，在全力推进发展设施农业，拓展立体生态农业、观光休闲农业的同时，突
出现代农业特色，塑造中塘农业品牌。如今，在中塘镇，特色农业的创富能
力不断增强，产业富民之路也越走越宽。

近日，海滨街 2019年春节联欢会在

海滨街道办事处举行。激昂的旋律、欢快

的舞步、美妙的歌声渲染出欢乐祥和的气

息。来自街道各个科室的工作人员及辖

区村居工作人员欢聚一堂，欢度新春。

“此次联欢会演出的节目均是由工

作人员自编自导自演，内容紧扣各自工

作实际。”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此次联欢

会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充满艺术魅力和

正能量，舞蹈、合唱、相声、诗朗诵、小品

等节目分别融合了海滨街 2018年在创

文工作、综治工作、综合执法等方面的重

点工作。

诗朗诵《文明城市、你我同行》总结

了创文工作开展以来，辖区工作人员、志

愿者为创文工作付出的努力，坚定了继

续做好创文工作的信心；小品《我是网格

员》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再现综治网格员

在基层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展现了

居民与网格员亲如一家的浓浓深情；相

声《幸福代言人》用生动的表演道出了幸

福生活的真谛……歌曲《又见山里红》、

男女对唱《告白气球》、舞蹈《走进新时

代》等节目无不获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

声与喝彩声。

“这次联欢会我们下了大力气。”刚演

完小品《我是网格员》的演职人员抹了一

把汗说，“我们既要保证节目有趣，又想展

现我们日常的工作，并互相鼓励打气，争

取在 2019年再创辉煌，所以从节目的编

排到演出都凝结了我们的心血。”

据了解，一直以来，海滨街综治办在

人民调解工作中不断地植入文化理念，

形成文化育人的巨大力量，而此次的小

品演出他们也依旧秉承了这个理念。海

滨司法所工作人员关颖激动地说：“这样

的活动不仅能让网格员们凝心聚力，更

能由网格员不断传递，影响到辖区居

民。”关颖告诉记者，这样的活动仅是辖

区在人民调解工作中植入文化的一次小

的活动。在此之前，他们也多次做过有

益尝试，有一次在综治信访宣传月中，海

滨街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演出，

以综治司法队伍为主干，排演了小品、舞

蹈、独唱、合唱等节目，全街干部职工、企

业信访干部、公安民警、教师等人员前来

观看互动，在寓教于乐中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体现调解工作的巨大意义，讴歌信

访工作者的高尚情操；还有一次，在街道

与油田公司信访办组织的以“平安海滨，

和谐油区”为主旨的征文演讲比赛中，信

访工作者走上讲台，诉说体会……通过

以上形式的文艺互动，信访工作者的热

情得以提升，辖区居民能够得到教育，起

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生工作重于一切，近一年来，小王

庄镇千方百计惠民生、促和谐，为辖区百

姓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百姓们的幸福指

数持续提升。

千方百计为民谋福祉
去年以来，小王庄镇借助市区帮扶困

难村的契机，推动与天津食品集团、高新

区合作，促成投资 6000万元的生猪养殖

项目全面启动。

举办大型招聘会5场，累计提供就业

岗位近6000个；开展电工、焊工等技能培

训，累计培训147人；新增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参保人347人、医疗保险参保人135

人；落实临时救助、急难救助实施办法，妥

善解决困难群众和边缘困难群体的突发

性、临时性困难问题；完成危房改造6户；

为5284名老年人交纳健康御险；开通60

至 65岁老年人体检 B超服务项目，受益

老人1150人；完成1021名持证残疾人基

础状况调查工作；挂牌成立退役军人服务

管理站，成立镇关爱退役军人协会；邀请

泰达心血管病医院等医院知名专家开展

健康知识讲座12次；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成功注册2所民办托幼点，积极推进代课

教师教龄补贴工作。

完成 17个村级文化场所达标建设，

举办“萌芽杯”武术交流大会等各类文化

活动近300场；调整548路、增设922、971

路公交线路，公交线路累计达8条，全面

实现“村村通”“村镇通”。

为改善民生交出新答卷
今年，小王庄镇将以更大力度保障民

生民利，将深化与天津食品集团、高新区

合作，进一步做好扶贫助困领域各项工

作。鼓励“外出就业、回乡创业”，持续加

大技能培训力度，继续组织大型招聘会，

着力解决群众就业难问题；认真贯彻落实

社会救助、社会养老和社会治理服务体系

建设，统筹推进公益慈善和扶老、助残、救

孤、优抚等事业发展，最大限度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认真落实个人所得税专

项附加扣除惠民政策。

以更高标准办好社会事业。以新区

创建国家健康促进区为契机，扎实推进健

康村建设工作，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基础设

施建设和健康服务水平。开展文化惠民

工程，全力做好南抛庄、北抛庄、张庄子3

个村村居文化场所达标工作，秉持“周周

有活动、月月有安排、季度有主题”思路，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点亮百姓生活。

以更实举措筑牢安全稳定。严防安

全发展风险，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事

故就要处理”理念，以新区安全发展示范

城市试点创建工作为引领，继续推进安全

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全力抓好消防、

交通、校园等重点行业领域区域安全整

治，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扎实推进“双

安双创”工作，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联

合开展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市场乱象百

日行动，加大打击处罚力度，让老百姓“吃

得安全、吃得放心”

此外，严守社会稳定底线，坚持共

建共享，深入开展信访矛盾减存控增专

项行动，积极妥善化解信访积案和矛盾

纠纷，千方百计解决群众的合理合法诉

求；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决

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遏制违法犯罪

势头，全力创建无毒示范区；继续推进

“雪亮工程”建设，加快立体化治安防控

体系建设。

海滨街春节联欢会上节目源自街道日常工作

小节目鼓士气激发大能量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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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大型招聘会5场，累计提供就业岗位近6000个
"

新增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347人、医疗保险参保人135人
"

成功注册2所民办托幼点，完成17个村级文化场所达标建设

聚力百姓福祉 保障民生民利
小王庄镇百姓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大沽街和谐园社区
花会闹新春 民俗表演年味浓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大沽街和谐园

社区举办“金猪迎新春 新年行大运”花会闹

新春活动，发扬传统民俗文化，丰富社区居民

生活。

“旱船”迎着寒风、乘着居民热情的呼声

徐徐而来；秧歌队中，精彩的舞姿、华丽的扇

面随风而动，不断变化着队形……惟妙惟肖

的花会表演为社区居民奉上了一场精彩绝伦

的传统民俗文化盛宴，演出现场处处洋溢着

浓浓的年味。

此次花会闹新春活动丰富了居民节日期

间的文化生活，营造了平安、和谐、稳定的节

日氛围。

中塘镇
面对面服务“快递小哥”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团委

组织全镇快递行业青年代表开展“快递从业青

年法律咨询服务”活动。

活动邀请天津正阳律师事务所韩律师进

行法律法规宣讲。韩律师根据快递行业的工

作性质和特点就行业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

行了讲解，重点宣讲了交通法规，呼吁大家要

安全出行、文明骑行，在加强自身安全保护的

同时，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此次活动中，中

塘镇团委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与“快递

小哥”们面对面座谈，倾听快递从业者的心声，

并就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海滨街春华社区
青少年书法讲座 弘扬传统艺术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海滨街春华

社区组织未成年人开展“少年传承传统文

化 书写新春福满家”书法讲座活动，帮助

孩子们体验传统艺术魅力，丰富他们的假

期生活。

活动中，指导老师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

解书法的起源、学习书法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培养良好的书法习惯。小朋友们跟着老师的

讲解从握笔姿势开始学习，再到写“点”和

“横”，再到运笔，一步步了解和感受这项传统

艺术的魅力。

“书法看着简单，可是写起来不是那么容

易，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位小学员说，通过

参加这次活动，自己喜欢上了书法，以后要多多

练习写书法，成为一名小小书法家。

中塘镇
专项宣传治理保健品乱象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为进一步加大保健

品反欺诈工作宣传力度，日前，中塘镇安监办

开展“打清整”保健品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

资料，讲解相关案例，提醒广大消费者擦亮眼

睛，积极举报欺诈和虚假宣传线索，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

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对保健

食品虚假宣传的防范意识，增强了消费者的维

权意识，保障了公众健康权益。

太平镇
残疾人走进敬老院送祝福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太平镇文化

站志愿者与阳光家园的学员们一起走进敬老

院为老人们送去新春祝福。

据了解，太平镇阳光家园身有残疾的学员

们每年都刻制窗花、剪纸，作品受到了新区爱

心人士的抢购。春节到来之际，阳光家园的学

员们想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回报社会，为敬老院

的爷爷奶奶们送去新春的问候。

除了阳光家园学员们带来的新春问候，太

平镇文化站的志愿者们还为老人们带来文艺

节目，让老人们在新春佳节期间感受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感受节日氛围。

中塘镇
青少年自护讲座进乡村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为普及宪法法律

知识，增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日前，中

塘镇团委联合中塘司法所走进张港子村、

大安村，开展以宪法宣讲为主题的青少年

自护讲座。

活动现场，主讲人通过真实案例介绍

和现场互动方式，讲解与青少年成长相关

的宪法法律知识。

中塘镇团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此次

活动使村里的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掌握了许多自我防护安全知识和宪法法律

知识，今后将开展更多青少年自护课堂活

动，助力青少年平安、快乐、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