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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沽街道晟卉花园小区，施工

场面热火朝天，针对小区硬件设施老

旧、破损等情况，大沽街道日前启动实

施了包括路面维修、园内围挡更换、井

盖维修更换等在内的 12 项工程。为

了抢工期，让居民早日受益，中秋节假

期施工照常进行。记者看到，目前从

小区东门到小区北门，主干道上的路

面破损已经全部修复完毕。道路两侧

的地砖也经过重新铺设，小区内部环

境改观明显。

和美苑、和盛苑、和荣苑都是高层住

宅，此前由于非机动车乱停放，机动车位

被占用，小区内的停车秩序很受影响。

在小长假期间，大沽街道组织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对小区内的共享单车、乱停放

的自行车进行全面清理，和盛苑、和荣苑

物业公司还在小区内施划禁停标志，从

源头上出实招，规范停车秩序。

在大沽街道蓝鲸岛社区，物业工作

人员也在抓紧时间，对辖区内的杂草进

行清理，对绿植进行修剪，为居民的假期

营造一个整洁的环境。

固长效 毫不懈怠

新村街道辖区共有57个老旧小区，

小长假期间新村街道联合片区物业公司

持续针对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楼道堆物、

卫生死角、僵尸自行车等问题进行治理。

小长假首日一场降雨如约而至，在

民泰里小区，天勤物业公司保洁员提前

上岗冒雨进行清扫作业，方便居民出行。

在河华里社区，荣仕祥物业公司对

辖区 9 个自然小区、225 个楼门进行“拉

网式”的清理、排查，楼道堆物、小广告、

僵尸自行车、废弃报箱，影响环境卫生的

问题全部处理，所过之处，改变立竿见

影。就连平时人们容易忽视的楼门栋上

的空间，也逐个进行清理。

丹东里小区近期正在进行路面修

整，为了防止有人误踩，唐亿物业公司保

安夜间加密巡逻频次。

新村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老旧小区的社会化物业主要提供楼道

内扫洁、小区外环境保洁、门岗执勤巡

视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四项基本服

务。除了落实考核联席会议制度、加强

物业管理员管理，新村街道还建立了从

街道到社区的两级旧楼区物业管理群，

问题、进展随时上报，不同物业之间互

比互学。

据统计，中秋节小长假三天，新村街

道联合片区物业公司共清理楼门51个、

清理堆放物50余处、粉刷广告180余处，

使老旧小区环境面貌进一步提升。

促文明 共同参与

文明之花全员浇灌，幸福之果全民

共享。越是节日，越能考验一座城市和

这座城市的市民的文明风貌和文明素

质。在假期中，各街镇还通过加强长效

化巡查，促进文明氛围的形成。

解放路商业街在假期中迎来客流高

峰，新村街道提前规划预案，加强对不文

明行为的治理和巡查。记者看到，在解

放路商业街东西两个入口，都有管理人员

在管理共享单车秩序，即使客流超出平

日，但共享单车停放秩序依旧井然。“大家

现在都是挺配合，有的人一提醒就能自觉

把车辆摆放好。”现场管理人员说。

在塘沽街道，由辖区20名退役军人

组成的创文督察队也是假期无休，坚守

在创文攻坚的一线。假期中，他们对馨

苑小区、朝阳楼小区、新城家园小区进行

了新一轮“地毯式”的巡查，边发现、边治

理、边宣传，统一身着黑 T 恤的督察队

员，成为了街头巷尾一道靓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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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古林是大港地区知名的餐饮企

业，经营至今已经将近三十年了，主营海

鲜和本地菜系。总经理王梅告诉记者，

小古林饭店特别成立了一个内部的质检

部门，从前期食材挑选到后期食品安全，每

个环节都是严格监控，公开透明，接受广大

顾客的监督和建议。“我们只挑选大点的，

肥的，像这种快死的螃蟹，我们宁可不卖也

不能端上桌给客人吃。”饭店员工说。

大五金超市超市是金元宝集团旗下

企业，大五金超市除了不断深化诚信管

理，严把商品质量关，坚持索证索票制度

外，也同时引导和培训超市员工诚信素

养，从而在整个企业深化文明诚信经营

建设，营造文明服务氛围，争创诚信经营

承诺示范店。今年6月28日，市民王先

生到大五金超市购物，可就在临走时不

慎将手包遗落在购物车内。“并没有想到

找回手包这么顺利，尤其是包里还有这

么多钱，真是要为咱们超市员工的文明

素质点赞。”王先生说。临走时，王先生

在超市“学雷锋志愿服务站记录手册上”

书写表扬留言。

在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进程中，新

区商投局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文明创

建，在新区范围内选树一批“诚信经营承

诺示范店”作为文明服务和诚信经营的典

型。以此影响更多企业提高诚信意识，营

造文明服务的氛围，有效提升文明指数，

为“创文”工作加油助跑。 记者 马兰

中秋节小长假，滨海新区创文攻坚
的脚步并未停止。各街镇、各部门持续
开展拆违、环境整治、长效化巡查等创文
攻坚行动，众多创文一线工作者在各自
职能岗位上坚守，与明月共守，与城市同
行，让文明之花在节日期间开得愈加鲜
艳，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一线创文工作者中秋假期坚守岗位呵护城市文明

创文攻坚我们时刻不停歇

海鲜不好不上桌 员工捡万元现金不动心

这些商家用诚信走活“经营棋”

自创文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中塘镇

综合执法局突出工作重点，狠抓专项整治，

严肃查处占道经营行为。结合暗访组反馈

的问题点位，执法一大队日前对万安路沿

线占道经营问题进行突击整治，同时对道

路上存在的占道加工、马路餐车等不文明

现象进行全面治理，以保障道路环境整洁

有序。

中塘镇综合执法一大队在执法过程中，

对占道经营的商户耐心地进行教育劝说，讲

解占道经营对破坏市容环境、影响群众出行

等方面的危害，劝导其自行撤离，并监督相

对人清理占道商品。三天内，执法一大队共

清理万安路占道经营行为50余处。为确保

中塘镇环境整洁有序，中塘镇综合执法局加

大了对居民住宅区、学校、重点道路两侧的

执法巡查力度，每天派出13部巡查车和27

名执法人员对占道经营行为进行整治，进一

步规范商户的经营行为，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确保道路畅通，环境整洁。 记者 李婷婷

日前，大港街港星里社区设立了垃圾

分类回收服务站，实行垃圾分类积分兑换

制度，鼓励和引导小区居民积极参与垃圾

分类。

昨日上午，记者在港星里社区广场上，

社区工作人员向小区的居民发放垃圾分类

指导手册和宣传海报，并走进居民的家中，

送去垃圾分类容器，向他们宣传垃圾分类的

意义和知识，而且在现场开展垃圾分类投放

的积分等生动有趣的互动节目，让小区居民

掌握了参与垃圾分类获得积分的方法。

“为了方便居民们进行垃圾分类，我们

工作人员会每户按月发放分类垃圾回收袋，

同时建立居民信息数据库，在硬件上，垃圾

分类服务站搭建了线上，线下两个平台。”港

星里社区垃圾服务站工作人员窦女士介绍，

其中线上平台实行扫二维码，下载APP，对

分类垃圾进行积分，累计后，依据分数，奖励

居民生活日化及卫生用品。线下，居民则可

随时到服务站，将可回收的纸盒、报纸、饮料

瓶等送到服务站计量称重，随后服务站按量

付现金。 记者 李婷婷

港星里社区：有奖促垃圾分类

巡逻队成员在岗位上坚守巡逻队成员在岗位上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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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投地产“业主员工”：

用主人翁精神 为黄港建设更加美好的生活

今年下半年，由滨海
建投集团开发建设的定
单式限价商品房——欣
嘉园樾塘即将开盘，这是
滨海建投集团继滨海欣
嘉园暖塘五季之后再一
次为滨海青年人才建设
的高品质刚需人居产品。

距离滨海建投集团
在黄港生态休闲区这片
充满梦想的土地上首次
开启逐梦之旅，已经过去
了整整10年，而这10年
对于黄港，是从广袤芦苇
的盐碱滩涂，到一座青年
梦想之城的焕新之路；是
滨海新青年从职场小白
到公司中流砥柱，从单身
青年到家庭顶梁柱的成
长之旅。还有一群人，他
们既是投身黄港建设的
一员，同时也是建投地产
积极承担新区建设使命，
对接民生所需的最具代
表性的“受益者”——他
们就是在黄港安居立业
的建投地产公司员工、滨
海欣嘉园的业主，他们是
为这座城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注入了无限心血与
情感的“业主员工”。

对于 2009 年初入黄港时的情景，每一位建

投地产的员工都记忆犹新。水草葱茏，芦苇茂

盛，广阔的湿地在清风吹拂下水光潋滟，虽有一

种质朴粗犷的自然大美，却因人际罕至而缺少了

几分人间烟火气。在建投地产人的全力以赴与

精诚协作下，黄港地区开始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城

市迭进之旅，一片滩涂之地，一切从零开始，不可

谓不艰难。但是建投地产全体员工以持之以恒

和排除万难的决心，将黄港生态休闲区的建设进

行到底——对20平方公里区域进行整体规划设

计，依托黄港湿地进行生态保护和建设，矢力于

将区域建设成为滨海新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宜

居示范区域，首期建设3平方公里起步区。

“当你陪伴着一片土地，一点一点变成一座

城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片区的发展就像是自己

的孩子的成长一样，你会愿意为他倾心尽力，看

着他越来越好。”在采访中，建投地产的"业主员

工"这样说道。他们就是这样，积极投入到黄港

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在为“民生”谋幸福的时候，

成为了“幸福”的一员。

他们，在为“民生”谋幸福的
时候，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创建美好生

活”的号召，建投地产不断探索着居者心中的

“美好生活”，并不断提升对自身的要求，从区

域、产品到生活氛围等多方面实现稳步提升，

力求兑现一座“美好之城”。

十年光阴，黄港为万余户家庭兑现了住有

所居的梦想，从为这片区域通路开始，直到现在

各式生活配套均已完备齐全，一座洋溢着生活

气息的“一生之城”已从蓝图兑现为城熟，很多

建投地产的员工也在十年间，成立了家庭，成为

了孩子的父母，也成为了这座美好之城的业主。

建投地产深知，必须倾听百姓的心声，以

群众是否满意为标准，才能真正检验出工作做

得对不对、思考问题全不全、落实到不到位，因

此对于安家在黄港的建投员工来说，在这片区

域的建设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

为他们是区域建设升级第一时间的荐言者。

可以说，黄港这片区域成熟的速度之快，

与这些“业主员工”的积极反馈密不可分，大到

医疗、菜市场的配套建设，小到公交车首末班

时间的调整，都是源于这些有着双重身份的

“业主员工”对于居民诉求的“沉浸式”采集，并

且他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无缝"传递给建投地

产，减去了很多客户走访，调研环节，无形中加

速了区域建设的进程。

民生改善正是保障房建设的初心，让

每一个家庭不但“有得住”更要“住得

好”，在即将开盘的樾塘产品中，建投地产

特别将这些“业主员工”聚集到一起，成立

了全新地块规划建设的“特别顾问团”，从

区域规划升级、地块绿化升级等诸多方面

给出了十分落地的意见。

在全新地块内道路的设计上，“顾问

团队”汇总了平时邻里居民的一些想法和

建议——因为黄港整体区域的环境非常

好，所以很多居民都希望能够在区域里多

散散步，因此樾塘在新的规划中，对地块

的道路体系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加密慢

道、红绿结合、慢性化的道路设计，强调了

慢行交通系统，为居者提供了更多适于骑

行、步行的舒适出行环境。又比如“顾问

团”通过在生活当中对居民的日常习惯了

解到大家都喜欢在饭后下楼遛弯、或者在

清晨或傍晚在小区周围跑步健身，所以在

樾塘的北侧以及东北侧规划了两大公园

供居民日常休闲以及健身使用。

在采访中，每个人都会被问到：这些

年，你最难忘的工作回忆是什么？五花八

门的回答展现了很多令人难忘的瞬间。

“最难忘的是有一年冬天早上5点多，

心想着早点去单位去处理一下文件资料，

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有两位同事在复印机

旁睡着了，身边全是资料......后来，我们仨

成了邻居。”一位女员工眼眶湿润的说道。

“我们平时都是倒班休息，有一次我

正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有个客户打电话

来，挺着急的，我当时抱着孩子就来单位

了，把孩子扔给同事，就去忙了。我们家

宝贝儿平时挺认生、挺爱哭的，那次从头

到尾，都没哼过一声，真给我涨脸！”一位

刚当上妈妈不久的员工笑着说道。

“我平时会把我们项目的广告图样、

文案跟孩子分享，有一次孩子跟同学们出

去春游，在大巴车上看见了我们项目的路

名牌广告，当着同学老师的面大喊那是我

爸的广告！回来老师问我什么意思，我自

豪的解释了半天。”一位男员工眉飞色舞

地说道。

……

这是一个有着“黄港情怀”的群体，作
为区域的建设者，他们愿意不遗余力地播
种、耕耘、不辞辛劳，在无人之地起高楼，于
蓝图之中建梦土；作为黄港区域人居生活
体验者，他们代表的是“民心”的声音。对
于建投地产这样一个视社会责任为己任，
视民生问题为重中之重的企业来说，拥有
这些双重身份的“业主员工”，无疑是拥有
着最宝贵的“民心使者”，这些有着黄港情
怀的“业主员工”，在未来的区域建设工作
当中，更是会以“主人翁”的精神，让区域的
发展朝着更加稳健、更加快速、更加人性化
的方向走好每一步。

他们，是让黄港走向更好的“民心顾问”，更是被"民心
之光"温暖的滨海新青年。

他们，一边“创建美好生活”，
一边感受着黄港生活的美好。

文/记者 战旗 图/记者 何沛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住房问题既是民生问题

也是发展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关系人

民安居乐业，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因此，对于滨海建投来说，黄港这座

拔地而起的新城，不仅仅普通的人居建设，更是

挺起了民生改善的重托。

滨海新区作为天津经济发展重镇，肩负着推

动城市发展的重要责任，集聚了大量的企业单位，

并带来了大量产业人口。这些在滨海奋斗的青年

人才骨干，是滨海新区发展的核心力量，为他们提

供稳定的生活环境，提供舒适的生活环境，是建投

地产为民筑城的初心。而身在建投地产的员工，

既是建投地产的工作人员，又是推动滨海的发展

车轮滚滚向前的力量；不但是黄港生态休闲区滨

海新青年保障性住房的置业者，更是建投地产践

行“民之所想，政之所向”的参与者和生活体验者。

滨海新区正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区，
作为新区商户更应该通过遵纪守法和
诚实守信，提升行业文明程度和形象，
成为文明行为倡导者和实践者。近日，
记者走访被评为滨海新区诚信经营承
诺示范店的部分商户，看它们是如何靠
诚信立足市场，用诚信走活“经营棋”。

建投地产，为人才温居，挺起
民生改善重托。

中塘镇：集中清理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