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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向绿，农民向富，农村向美……

沿着乡村振兴之路，中塘镇锁定高标准生

态宜居大目标，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区域

特色、统筹城乡发展，全方位提升生态环

境质量，打造生态宜居好环境。截至目

前，该镇存量违法用地全部实现整改，提

前一年完成三年拆违任务。

着力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打造高标准生态宜居家园，全力打好

环境保护攻坚战是关键。中塘镇通过开

展环境卫生大整治、“散乱污”企业治理、

散煤治理、提升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生态

环境质量，全面提升乡村环境水平。

据了解，中塘镇对各类环卫设施等硬

件进行升级，为每村配备垃圾清运车、三

轮垃圾车、垃圾箱，并新建垃圾池；镇里配

备垃圾转运车，各村配备环卫保洁人员，

提升乡村环境卫生规范化管理水平；将原

垃圾处置点作为垃圾转运点，各村把垃圾

清运至转运点，由镇政府对垃圾进行集中

回收和转运。

该镇大力实施“散乱污”企业治理，一

年来关停取缔258家“散乱污”企业，其余

全部完成改造提升。重点实施农户煤改

电、煤改气工程，实现了全域燃煤清零，其

中16个村7800余户家庭用上了电采暖，

40家企业淘汰燃煤锅炉72台套。同时，

该镇严厉打击“地条钢”死灰复燃，加快淘

汰落后产能。此外，中塘镇还开展了扬

尘、“四烧”、油烟等污染物综合治理；严格

落实“河长制”“湖长制”，完善水环境卫生

长效管理机制，加强黑臭水体河道治理；

加强污水处理体系建设，加速推进中塘污

水处理厂新建工程，将日处理能力提升至

万吨标准。

打好拆迁拆违攻坚战
记者还了解到，中塘镇对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设零容忍、保高压，坚持消存

量、遏增量，提前一年完成三年拆违任

务，存量违法用地全部实现整改。中塘

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镇建立部门执法

联动机制，明确整改责任，集中力量清理

违法用地，一年以来已拆除违法建设821

处3.1万平方米，存量违建累计拆除1104

处、8.4万平方米。与此同时，注重拆管

结合，建立健全以网格化巡查、快速制止

为主要手段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对重

点区域、重点村的巡查，确保第一时间发

现、第一时间制止。通过全镇干部群众

的共同努力，中塘镇违法用地高发、多发

势头明显遏制，乱圈、乱占、乱建现象基

本消除。

日前，海滨街春华社区举办基

层理论宣讲活动，邀请社区宣讲员

吕成鼎围绕“学习贯彻区委三届八

次会议精神，奋力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取得新的更大成效，加快建设

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滨城市”

展开宣讲。现场党员干部群众一致

表示，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把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指示转化为

强大政治动力、工作动力、精神动

力，为社区建设、为滨海发展贡献力

量，助力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化海

滨城市建设。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社区理论宣讲
凝聚基层力量

前几天，太平镇大苏庄村的吴奶奶

又去银行领取了按时足额发放的“三老

人员”遗孀优待金。吴奶奶的老伴儿曾

是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在

乡伤残优抚对象，去年年底，老伴儿病故

后，她就开始了“三老人员”遗孀优待金

的领取。

据太平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所谓“三

老人员”，即“老红军、老八路、老解放”，

他们为党和军队事业建立了不朽历史功

勋；在乡“三老人员”遗孀平均年龄在 85

岁以上，丧失劳动能力，大多无其他经济

收入。针对在乡复员军人遗孀的实际问

题，太平镇启动“三老”人员遗孀优待金

发放工作，通过镇、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

站，利用多种平台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

宣传，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宣传效

果，为信息采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

围。在采集信息的过程中，在每个采集

点为采集对象提供老花镜、笔、茶水等物

品，并配备医护人员；组织专人进行审核

及填表，做到不错登、不漏登，确保采集

的信息数据准确、完整、全面。最终，通

过对相关人员的的入伍档案、荣誉证书、

原始会计凭证等多方面的查阅、审核，该

镇确认“三老人员”遗孀身份17人，并按

照有关规定对她们进行了优待金发放。

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直以来，该

镇高度重视拥军优属工作，接合辖区实

际开展此项工作，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的

光荣传统。目前中塘镇承担着现役军人

41名、重点优抚对象117人、60岁以上老

兵 110人、老烈士子女 6人的抚恤、优待

金及各项补贴的发放工作。截至目前，

该镇已为 35名大病人员申请临时救助

金，为 2位退役人员申请办理了低保救

助，帮助他们度过生活难关，在春节、建

军节等时间节点发放“致广大军烈属、退

役军人的一封信”、慰问品等，并为广大

退役适龄青年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从

精神、物质、家庭生活、就业安置等多维

度关心帮助他们。
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刘玉杰

全方位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太平镇为“三老人员”遗孀发放优待金
所谓“三老人员”，即“老红军、

老八路、老解放”，在乡“三老人员”
遗孀平均年龄在85岁以上，丧失
劳动能力，大多无其他经济收入。
通过对相关人员的的入伍档案、荣
誉证书、原始会计凭证等多方面的
查阅、审核，中塘镇确认“三老人
员”遗孀身份17人。

临近中午时分，海滨街春华社区服务

站不时有老人进进出出。原来，根据社区

老年居民的实际需求，近期，春华社区服

务站内的日间照料中心增加了配餐服务，

每天中午，老人们都会带着饭盒拿着水杯

定时来这里就餐。“为老服务不能停留在

表面，应该真正服务到老年人心坎里。满

足居民所需、让居民满意就是我们的工作

标准。”春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郝

飞飞告诉记者。

“为老服务就要围绕老人需求”
郝飞飞告诉记者，为顺应社会老龄化

发展趋势需要，更好地为辖区老年人办好

事、办实事，春华社区以丰富和满足社区

老年人生活需求为根本落脚点，千方百计

推进为老服务工作，探索为老服务新模

式。2017年10月，春华社区设立了老年

日间照料中心。“我们社区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有将近 2000人，老年日间照料中

心正式运营后得到了绝大部分老年人的

认可。”郝飞飞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日

间照料中心已经成为老人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在此过程中，不少老人提出虽然

日间照料中心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各项

服务也很暖心，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没有

配餐服务。

“既然是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那么所

有的服务都要围绕老人所需。”郝飞飞说，

经过走访调研和实地勘察，春华社区与物

业服务公司隆达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同，

在日间照料中心启动了配餐服务，服务质

量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

“便利、实惠，贴心、精心”
记者日前在春花社区日间照料中心

看到，宽敞明亮的餐厅里整齐地摆放着几

张餐桌，桌前坐满了用餐的老人，老人们

面前的饭盒里盛着热气腾腾的蒜薹炒肉、

海带炖排骨、青椒炒鸡蛋、香菇油菜、米饭

和紫菜蛋汤。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还不

时拉着家常。“今天的饭菜品种丰富，营养

均衡，你们的服务真是太贴心了！”一位就

餐的老人对中心服务人员说道，这里的配

餐服务社区老人真正带来了便利和实惠。

记者了解到，前来就餐的老人年龄普

遍在75岁上下，他们大部分是儿女不在

身边的“空巢”老人，因行动不便，平日里

就餐成了大问题。因此，很多老人在听说

社区为老人提供餐饮服务后，第一时间赶

来登记信息，办理就餐凭证。

正在就餐的陈奶奶告诉记者：“在这

里我每天都能按时吃上可口的饭菜，而且

每天的菜谱都不重样，都是按照我们老年

人的饮食习惯做的，低油、少盐、清淡，工

作人员就跟家里人一样贴心、精心。”

春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负责人张庆

蕾告诉记者，照料中心目前只提供午餐服

务，今后还将根据居民需求，为出行不方

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未来，此项

服务在具备条件后将在海滨街其他社区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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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办食堂 老人齐点赞
——海滨街春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增加配餐服务 满足老人实际需求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打好环境保护攻坚战 全方位提升乡村环境卫生水平

中塘镇提前一年完成三年拆违任务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小王庄镇

百余人一起学书法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小王庄镇在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多功能活动室组织开展书

法培训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小王庄镇草根艺

术社成员苗有德、李汝华为书法培训讲师，参

加书法培训的成员逾百人。

培训开始前，苗有德向学员们介绍了中

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学习书法的意义——陶

冶情操、体验修身养性的乐趣。现场100多名

学员全神贯地投入到书法的学习之中。

“学习书法，对一个人的专注力、耐力的

培养有着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参加书

法培训的学生家长表示，日后将引导孩子在

中国传统艺术方面投入足够的精力，唤起孩

子求真向善的心，从而达到心灵的健康自由。

太平镇

举办公益舞蹈培训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太平镇举办

公益舞蹈培训，吸引了辖区内40余人参加。

据悉，太平镇文化站特邀老年大学的老师

们教授村民交际舞。现场，老师对交际舞的基

本舞步进行讲解和演示，对舞蹈中的手势、含

颌、摆臂等舞蹈身法进行手把手指导教学，吸

引了过路村民的眼球，使更多村民加入其中。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

为广大村民提供了学习交流的平台，而且使

广大农村群众享受到了文化惠民的成果。

中塘镇

重温革命史 激发爱国情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组织

各村文化管理员赴周邓纪念馆、平津战役纪

念馆参观学习。在周邓纪念馆中，大家不时

驻足观看陈列品，详细了解了周恩来、邓颖超

两位伟人的光辉一生，感受到了两位伟人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格和优良作风。

平津战役纪念馆中珍贵的历史画面和艰苦卓

绝的战斗场景使大家深刻理解了平津战役的

胜利对解放全中国的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

本次参观活动不仅让大家重温了革命

史，同时激发了爱国热情，增强了自身的历史

责任感和使命感。

大沽街

爱心捐助温暖困难老人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大沽街道办事

处与和盛苑社区携手天津绿游优选居家养老

服务信息中心和天津农商银行自贸区分行开

展了以“爱与感恩真情传递”为主题的爱心慈

善捐赠活动，捐助辖区6名困难独居老人。

活动中，银行的工作人员为每位受助老

人送上了500元慰问金，同时也将一份爱心、

一份真情送到了他们的心中。“这份关心让我

感觉心里暖乎乎的。”活动现场，年近七旬的

阚大娘接过慰问金，眼泪夺眶而出。

活动现场，新区卫健委、大沽街道的代表

们与受助老人进行亲切交流，详细询问老人

们的身体健康情况、生活情况，并嘱咐他们注

意用火、用水、用电安全，多参加社区的文体

活动，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海滨街心港假日东里社区

向青少年传授心理健康“秘笈”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海滨街心港

假日东里社区开展了“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

专题讲座，近40名社区家长及青少年参加了

此次活动。

讲座现场，讲授老师借一个个孩子成长

过程中遇到的心理问题案例，深入浅出地告

诉孩子和家长们在孩子成长中会遇到哪些心

理障碍，指出影响亲子和谐关系的原因，并告

诫家长要学会放开孩子、尊重孩子。

讲座结束后，青少年们纷纷表示，这样的健

康讲座让他们与父母更加亲近。

北塘街融创君澜社区

学垃圾分类 争当“环保小卫士”

时报讯（记者 张玮）4月12日，北塘街融

创君澜社区组织社区未成年人开展了以“争

当绿色环保小卫士”为主题的普及垃圾分类

知识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从日常生活点滴入手，

深入浅出地为社区40名小朋友讲解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垃圾

分类投放。孩子们积极参与学习环保知识，

并获得了社区为大家准备的“环保小卫士”胸

章，成为社区“环保小卫士”。

此次垃圾分类教育活动让社区的未成年

人懂得如何分类投放垃圾，并积极带动更多社

区居民参与到社区美好环境建设活动当中。

"

打造高标准生态宜
居家园，全力打好环境保护
攻坚战是关键。中塘镇通
过开展环境卫生大整治、
“散乱污”企业治理、散煤治
理、提升基础设施等方式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乡村环境水平

"

中塘镇对各类
环卫设施等硬件进行升
级，提升乡村环境卫生
规范化管理水平；大力
实施“散乱污”企业治
理，实施农户煤改电、煤
改气工程，实现了全域
燃煤清零

"

开展扬尘、“四
烧”、油烟等污染物综合治
理；严格落实“河长制”“湖
长制”，完善水环境卫生长
效管理机制，加强黑臭水
体河道治理；加强污水处
理体系建设，加速推进中
塘污水处理厂新建工程

"

中塘镇对违法用地和违
法建设零容忍、保高压，坚持消
存量、遏增量，提前一年完成三
年拆违任务，存量违法用地全部
实现整改；存量违建累计拆除
1104处8.4万平方米，违法用地
高发、多发势头明显遏制，乱圈、
乱占、乱建现象基本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