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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小王庄镇召开党委扩大会，研

究部署推进新一年各项工作任务。2019

年，小王庄镇将抢抓乡村振兴战略契机，

牢牢锁定“富裕生态幸福小王庄镇”目标，

以绿色强镇为引领，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为抓手，聚焦产业转型、污染防治、基础设

施建设、民计民生发展等重点工作，立足

新起点展示新作为，开创小王庄镇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聚力转型升级
在激发活力上谋求新跨跃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小王庄镇

将转变思路，推进园区开发。变“建园区

落项目”为“上项目带园区”，着力破解园

区建设缓慢、项目等地的瓶颈问题。

推动工业提质提效，支持民营企业炼

内力。深化“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成效，

聚焦用工、用地、融资等方面，全力以赴服

务企业，实实在在帮助企业解难题、渡难

关，让企业心无旁骛创新创造，踏踏实实

办好企业。鼓励支持企业通过技术改造、

设备提升、研发“专精特新”产品、智能制

造与“互联网+应用”等不断壮大实体经

济规模，助推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继续做大现代农业。围绕培育壮大优

势特色农业，着力打造冬枣、果蔬、生猪等

一批叫得响、信得过的特色农产品品牌，提

升现代农业竞争力；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为优化地区农业种植结构、推动农业主题

园区和田园综合体项目建设创造条件。

持续抓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拓展农

村土地确权成果应用，支持农村土地经营

权、农业设施产权抵押贷款，引导农村土

地有序流转，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

聚力美丽宜居
在镇村建设上开创新局面
今年，小王庄镇将持续推进基础功能

配套建设。积极推进南七村城镇化建设；

完成社区服务中心等重点工程建设；新建

北和顺等3个村级活动场所；落实“四好农

村路”要求，持续做好乡村道路养护工作；

实施田苑里、春光里水表出户工程；提升改

造陈寨庄、徐庄子村污水处理站等。加强

城镇精细化管理，优化市容环境和交通秩

序；大力推进国家卫生城镇创建，持续推

进“弯腰行动”“万人环境大清整”。

该镇还将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全面启动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行动，深入推进农村环卫一体化，进一

步建立和巩固“村收集、区处理”环境卫生

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加

强老旧小区污水处理站运行管理工作。

聚力生态环保
在绿色发展上续写新篇章
记者还了解到，2019年，小王庄镇将

坚持“生态保护从严，环境整治从紧，绿色

发展从优”理念，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

严格落实网格员制度，进一步加大巡查治

理力度；深入落实“河长制”，全力抓好北

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青静黄、马厂减河

等“清四乱”综合治理；统筹做好绿化美化

工作。

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大力推行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管理，实施

控尘、控烧、控煤、控排行动，继续推广秸

杆综合利用，严格落实全域“禁燃令”，全

力抓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扎实推进固

体废物排查整改整治行动。

把生态文明建设与转型升级相结合，

着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建设现代农业示

范区，打造绿色生态农产品生产基地。

日前，求是义工联合会同乐轩相

声社的志愿者们来到了海滨街北安社

区，为社区居民倾心打造了一台精彩

纷呈的少儿相声曲艺晚会。表演中，

小演员们为大家献上了《长征》《报菜

名》《绕口令》《小抬杠》《夸住宅》等精

彩相声段子。演出现场气氛热烈，欢

声笑语不断，观众们反响强烈，纷纷表

示小演员们的表演很精彩、很到位，给

他们带了了很多欢乐，希望文艺志愿

者们多多走进社区，为居民带来更多

精彩的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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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采油社区联合海滨三校开展

以“废品变花灯，过绿色元宵”为主题的

手工制作活动。制作环保灯笼过程中，

孩子们在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一步一

步发挥自己的创意，利用家里剩下来的

彩色包装纸、方便筷子等废旧材料通过

剪、贴、画、写等方式，制作成精美的灯

笼。随后还进行了猜灯谜。“我觉得这次

活动特别好，我们不仅动手制作灯笼，动

脑猜灯谜，还学会了“变废为宝，一举三

得。”参加活动的同学表示。

祥和社区举办了健身大拜年之秧歌

踩街活动，现场锣鼓喧天，精彩表演让人

目不暇接。踩街活动中，由祥和社区居

民组成的秧歌队个个身穿传统节日的盛

装，画着精致的妆容，用震天的锣鼓、欢

快的秧歌向全社区居民拜年。“元宵节活

动已成为最受居民喜爱的文化活动之

一，为大家搭建了互动娱乐平台，展示了

社区居民的精气神儿和社区文化建设成

果。”祥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在奉献社区“元宵节文化进万家

健身大拜年”秧歌踏街活动中，社区秧

歌队和腰鼓队组成的表演团队用热情

点燃了现场的气氛，独具特色的秧歌踩

街 表 演 让 现 场 洋 溢 着 热 闹 的 喜 庆 氛

围。围观群众如潮涌动，大家沉浸在一

片欢乐的海洋中。社区负责人表示，元

宵节大拜年活动展示了传统秧歌表演

的魅力，不仅让演出者舞得尽兴，让居

民过上一个热闹欢快的元宵佳节，同时

也增强了社区凝聚力，让居民感受到社

区大家庭的温馨。

西苑社区举办了元宵节联欢会，居

民齐聚一堂看文艺演出，红红火火闹元

宵。联欢会上，社区文艺志愿者们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节目，藏族舞蹈《吉祥》给

人美的享受，表演唱《相逢是首歌》悦耳

动听，双人舞蹈《沂蒙小调》富有情趣，武

当太极剑表演荡气回肠。整场演出给现

场居民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化大餐。
记者 张爱萌

海滨街各社区举办丰富多样文化活动 营造和谐喜庆节日氛围

欢乐闹元宵 这里“花样多”
为弘扬中华传统节日文化，丰

富辖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
谐、喜庆的节日氛围，连日来，海滨
街各社区为居民送上丰富多彩的
文化大餐，让辖区居民度过一个喜
庆祥和的元宵节。

日前，中塘镇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

议，就今年的工作进行了部署，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到

各项工作中，确保年度各项工作高标准起

步，力争实现首季开门后。记者连日来在

中塘镇走访时也感受到，中塘镇里一派新

春新气象，广大干部职工干劲满满，企业

对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全面完成困难村帮扶项目
春节假期结束以来，中塘镇各包片领

导、包村科室负责人深入村、企与村“两

委”班子共同研讨加快村庄发展良方，并

围绕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建设、

加大生态治理力度、大力实施惠民工程、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等重点工作研究新策略、新方法。对

今年的重点工作，中塘镇列出进度表，责

任到人，要求各单位发挥职能作用，切实

强化责任意识，早谋划、早部署，保障各项

工作有序推进、快见成效。

“在工业方面，要打造精品工业载体，

坚持集中、集约、集聚发展，不断调整产业

布局，持续推动企业向工业园区聚集，并

抓好企业签约、开工、达产，打响开局第一

炮。特别要注重加快科技兴企步伐，积极

引导传统企业进行科技创新，深化和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交流协作。”中塘镇相关负

责人指出，今年中塘镇还将全面完成困难

村帮扶项目，肉种羊育肥项目羊舍建成并

投入使用，茶树菇培育项目投产，使困难

村集体年收入全部达到20万元以上，确

保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年内推动8个在建项目投产
目前，中塘镇辖区内绝大多数企业

已经开工。记者跟随中塘镇工作人员一

同来到胶管、汽车配件、金属制品、电子

等企业进行走访，各家企业厂房里机器

声轰鸣，员工忙得热火朝天。在位于中

塘村的一家大型汽车零部件公司，中塘

镇有关负责人详细了解企业开工情况、

年度工作计划及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并

表示，2019年镇里将一如继往支持企业

各方面发展，同时鼓励企业在新的一年

里再接再厉，再创辉煌。而在一些中小

型薄板、轧钢厂等企业，有关负责人则为

推动企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加油鼓劲，

针对这些企业提出的招工、融资、扶持政

策等问题，共同研究解决方案，并现场落

实责任部门，给予企业发展最大力度的

支持。

“新的一年，中塘镇将会继续加大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确保年内实现8

个在建项目投产，23个拟开工项目动工，

实现实体经济招商引资项目签约额不低

于20亿元，提供就业岗位突破10000个，

激励更多的人参与到经济发展中来。”走

访中，上述负责人表示，镇政府将努力为

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以务实的举措

帮助企业做优做大做强，并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扶优扶强龙头企业，整合优势资源，

促进中塘镇整体经济加速发展，打造中塘

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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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塘街

对14家企业进行安全检查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北塘街结合辖

区实际，开展“强值守 严执法 除隐患 保安

全”活动。

该街将工作人员分成七个检查小组，对辖

区工贸、仓储、危化等重点企业进行安全巡查，

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先后对14家企业进

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假期安全管理、节日

值班值守安排、重点部位运行等方面的情况，

并对存在问题的企业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其

做好春节后开复工的教育培训工作。

此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22人次、检查企

业14家、发现安全隐患14项、下达执法文书14

份，进一步增强了企业及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

为辖区新一年的安全生产工作奠定了基础。

太平镇

严查商超销售过期食品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春节前后是食品消

费旺季，为保障镇区居民食品饮食安全，节后

的第一个工作日，太平镇公共安全办出动工作

人员对镇区四季风超市、华联超市等大型商超

进行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本次检查以畜禽肉类、散装食品、腌制食品

等节日热门食品为重点，严查商超销售过期食

品。检查过程中共没收过期食品方便面10袋、

软糖2袋、蛋糕8袋、面包7袋、乳酸菌饮品1排。

此次检查进一步规范了食品经营户的经

营行为，杜绝过期食品流入市场，保障了镇区

居民节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中塘镇

为输油管道“体检”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安监

办联合区发改委能源处对该镇辖区内三条石

油输油管道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深入沿线村庄和重

点路段，确认输油管道位置，并重点查看裸露

在外的输油管道有无损毁，是否存在人为损

坏、打孔盗油等情况。发改委要求企业要按规

定定期对输油管线进行检测巡查，消除安全隐

患；明确部门工作职责，密切配合，加强联合检

查，确保辖区内输油管道安全；加强宣传教育

工作，通过发放宣传单、悬挂宣传标语、在输油

气管道沿线设立警示标识等，进一步加强对管

道沿线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管道沿线群

众保护管道安全的责任意识。

大沽街新桥里社区

老少同乐猜灯谜

时报讯（记者 张智）广场上，200多盏红

灯笼被风吹得活蹦乱跳，200多个红纸条在风

中飞舞……日前，大沽街新桥里社区举办猜灯

谜活动。

活动当天虽然天冷，但居民参与热情不

减，活动中大家秩序井然，老少同乐，竞相猜

谜。“通过创新活动形式，让更多居民参与到社

区文化活动中来，并在这一过程中沟通邻里之

间的感情。”据介绍，这是新桥里社区开展的系

列文化活动之一，传递文明理念，助力文明城

区创建。

胡家园街宇康园社区

道德讲堂引导青少年孝亲

时报讯（记者 张智）2月14日下午，胡家

园街宇康园社区开展“寒假青少年道德讲堂”

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道

德观。此次活动辖区有20多位青少年参加。

活动分为学模范、诵经典、孝文化三部

分。社区工作人员先带领大家观看了道德视

频《元觉劝父》，随后带领大家集体诵读《少年

中国说》《弟子规》选段，通过典籍诵读培养青

少年“励志青春，发奋图强”的道德素质，引导

他们积极向道德模范学习，崇德向善。最后讲

述了孝字的形成，并讲了古今孝子的感人事

迹，引导辖区青少年把中华孝道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在辖区内营造人人争做孝心好少年的

良好氛围。

北塘街杨家场社区

亲子DIY欢乐闹元宵

时报讯（记者 张玮）2月17日上午，北塘

街杨家场社区在社区多功能活动室举办了元

宵节亲子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先介绍了本次活

动的主题及内容，详细介绍了 DIY作品的材

料、制作方法及用途。此次手工制作活动使孩

子们进行了实践，为亲子协作搭建了机会。家

长们纷纷表示，社区举办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

在玩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提高了想象力和动

手能力，希望今后多组织这样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