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海滨街西苑社区举办了

一场以“阖家团圆庆中秋，喜迎国

庆赞祖国”为主题的中秋节活动。

活动现场，一百个家庭参与社区百

家宴活动，每个家庭都拿出一道拿

手菜与邻里共享。居民们各显身

手，带来了精心烹制的菜肴，品种

丰富，色香味俱全。舞台下大家其

乐融融地吃着，舞台上文艺爱好者

为大家送上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大

家齐聚一堂，共度中秋，共迎国庆。

文/记者 李婷婷
图/记者 贾成龙

社区大家庭
中秋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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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沿街经营户和住户经常把衣

服、被子、毛巾等随意晾晒在道路两侧、树

枝、绿化带或店铺门框上，不仅有碍观瞻，

还会给绿化、市政设施造成损伤，更存在

一定的安全隐患。”家住中塘镇的刘女士

向记者介绍，创文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

来，中塘镇第一时间启动乱晾乱晒现象专

项整治行动，各家门前的乱挂乱晒行为得

到有效改善，道路两侧恢复了往日的干净

有序，居民们的心情也随之舒畅了。“创文

给老百姓带来的最直接、最切实的变化就

是提升了居住环境，小区环境好了，人们

的幸福感才更足！”刘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为深入推进创文百日攻

坚行动，进一步优化市容环境秩序，连日

来，中塘镇集中开展多个专项执法行动，

全天候、全覆盖巡查治理市容环境，确保

辖区整体市容安宁祥和、整洁有序。

中塘镇综合执法局所管辖区域商贾

云集、人口众多、地段热闹繁华，市容管理

难度大、问题多，特别是近期辖区部分路

段乱摆乱卖、占道经营等问题有所回潮。

对此，该局集中优势兵力，围绕《天津市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针对辖区创文工作弱

点和短板开展巡查和治理。

面对沿街商户随意晾晒行为，中塘镇

综合执法局始终坚持“文明劝导与严格执

法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开展治理。执法一

大队队员与当事人面对面交流沟通，加强

对市民的宣传教育，明确告知市民乱挂乱

晒行为违反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相

关规定，并主动帮助收回晾晒的物品，对反

复劝导仍拒不整改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

处罚。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乱挂乱晒行

为得到了有效改善。下一步，中塘镇综合

执法局将结合《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的有关规定，加大对辖区内乱悬挂乱晾晒

现象的巡查力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

止，确保中塘镇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目前正是农产品丰收的季节，一些枣

农利用道路两侧摆卖的现象日益增多。

日前，执法一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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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

过程中，队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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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塘镇综合执法局加大日常巡

查力度，对辖区集装箱违建现象启动了专

项整治行动。在巡查过程中，执法二大队

发现中塘村一户村民院内存在多处集装

箱违法摆放现象，影响市容环境，同时存

在安全隐患。执法二大队制定了周密的

拆除方案，对集装箱进行了全面拆除，共

拆除9处集装箱、面积约为270平方米，有

效地打击了私搭乱建行为。

“创文工作到了关键时刻，因此，执法

大队的工作刻不容缓，我们必须找准问

题、精准发力，一点一滴抓落实，一分一秒

不懈怠，将工作往深里做、往实里做、往常

态做，切实为创文保驾护航。”中塘镇综合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展专项检查 加大宣传力度

新港街：排查隐患 敲响安全警钟

突击检查辖区生产单位

日前，新港街公共安全办及安监中

队工作人员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对辖

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突击检查。检查

组围绕主体责任落实情况、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进行“曝

光”，并责令企业立即整改。安监中队

将对查出隐患的单位加强跟踪督促，严

格行政执法，加大检查频次和力度，消

除各类安全隐患。

连日来，新港街开展了多场安全隐

患检查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和第三方

机构专业人员，对辖区企业进行专项检

查，要求相关企业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

扛在肩上，对事故苗头做到早发现、早

治理。

开展安全专题宣传培训

为进一步加强居民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居民自我防范和自救互救能力，日

前，新港街联合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滨

海新区公安局在喻园法治文化公园组织

开展消防安全专题知识宣传培训。

培训人员围绕用火、用电、用气等方

面的安全知识，讲解火灾防范及扑救方

法技巧，并将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

合，现场演示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

器等消防设施操作方法，还指导了各社

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实际操作。现场同时

开展了消防安全常识宣传，发放“消防安

全常识二十条”、“九小场所消防安全宣

传手册”等资料400余份。

持续开展行动 提升市容环境

近期以来，新港街持续开展市容环

境秩序巩固提升工作，各社区积极行动

起来，环境秩序显著提升。

日前，新港街组织人员对海宁里、海

防里及安定里社区的卫生清整及创文工

作进行实地检查。在安定里社区，小区

电力改造工程正在进行，检查组一行与

现场施工人员就施工进度及内容进行沟

通。在海安里市场，检查人员督促商户

确保食品安全和卫生秩序，营造卫生整

洁、秩序正规、经营有序的市场环境。在

检查中，检查组还认真查看了社区垃圾

分类等台账，并就走访过程中发现的小

广告清理不及时、垃圾桶摆放不到位问

题提出整改意见。 记者 张智

为深入开展“防风险、保平安、迎
大庆”专项行动，连日来，新港街开展
了多层次的专项检查，加大安全生产
宣传力度，为辖区生产经营企业、各
社区以及居民群众敲响警钟。

深入推进创文百日攻坚行动 进一步优化市容环境秩序

中塘镇集中开展多个专项行动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小王庄镇

多彩活动庆中秋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中秋节期间，小王

庄镇各村纷纷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传统

佳节，营造文明、祥和、温馨的节日氛围。

小王庄村举行了“迎十一，庆中秋”茶话会

活动。会上，退役军人们追忆了难忘的军旅生

活，畅谈了各自军旅生涯的收获和感悟。钱圈

村举办了一场以“歌颂祖国，歌颂党，退役军

人，退役不褪色”为主题的教育活动。活动中，

退役军人张凤友大爷带头演唱了《歌唱祖国》，

退伍军人们用歌声表达爱国情，重温激情燃烧

的峥嵘岁月。小苏庄村举办了“喜迎国庆，欢

度中秋”文艺演出，在全村营造起军民一家亲、

文明和谐庆佳节的良好氛围。

中塘镇

开展中秋食品大检查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中塘镇社会

安全管理办公室联合中塘镇市场监督管理所

开展中秋节食品安全大检查。此次检查工作

以商场超市、食品经营单位为重点，围绕月饼、

粮油、肉、禽、蛋、奶等节日期间消费量大的重

点食品开展检查。通过检查索证索票、进货查

验制度落实情况、从业人员是否持有有效健康

证明等环节，进一步增强了经营单位主体责任

意识，广泛宣传了消费维权渠道，严厉打击了

制假售假行为。

新城镇

排查食品摊贩安全风险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城镇食安办

联合滨海新区“双安双创”办公室、新城市场监

管所共同开展食品摊贩安全风险大排查大整

治。对于排查中发现的个别食品摊贩经营场

所防蝇灯、消毒柜未打开的问题，采取纠改与

指导相结合的方式，监督其现场通电，并要求

其在经营过程中保持通电状态；对于排查中发

现的个别食品摊贩存在备案证明或从业人员

健康证明过期的问题，责令停业整顿，取得相

关证照后方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

据统计，本次共排查食品摊贩二十余家。

下一步，新城镇将继续深入推进食品摊贩安全

风险大排查大整治“百日行动”，特别是针对本

次排查发现的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相关食品

经营单位整改到位、问题不反弹。

北塘街宁车沽西村

社区小讲堂“漫话宁车沽”
时报讯（记者 张玮）中秋节小长假期间，

滨海新区图书馆与北塘街宁车沽西村村委会

共同举办了以“漫话宁车沽”为主题的社区小

讲堂。

此次讲座邀请到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的历史文化学者李学韩前来授课，吸引了众

多村民前来聆听。讲座上，李学韩从宁车沽

村落形成的美丽传说、宁车沽历史沿革、宁车

沽河流湖泊、宁车沽特色产业等六个方面，图

文并茂、生动形象地为大家讲解了宁车沽的

历史和地域文化。精彩的讲解引起了村民的

共鸣，激发了大家对家乡的热爱，获得了多次

热烈的掌声。

大沽街和谐园社区

和退役军人一起迎“双节”
时报讯（记者 张智）在“双节”来临之际，

大沽街道和谐园社区开展了“喜迎国庆，欢度

中秋”退役军人座谈会，以表达对退役军人崇

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慰问。

座谈会上，退役军人忆往昔、话当年，还一

起合唱《打靶归来》《我是一个兵》等军旅歌曲。

此次座谈会为退役军人搭建了良好的沟

通平台，同时更好地调动了他们参与社区建设

的积极性。

胡家园街星海苑社区

让垃圾分类走进千家万户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胡家园街星海

苑社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了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致滨海新区居民的一

封信》和垃圾分类宣传单。随后，为在场的居

民认真讲解宣传单上垃圾分类的基本常识。

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居民知道垃圾的分类方式

以及绿色环保知识。

社区居民田阿姨表示，参加这个活动让她

知道了哪些是可回收物、哪些是有毒有害物、

哪些是其他垃圾。今后会用实际行动支持垃

圾分类，也会让家人参与进来。

这次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促使广大居民进

一步认识到垃圾分类的重要性，使垃圾分类走

进千家万户。

今年以来，大港油田离退休管理中心

以增添正能量为主线，强化组织管理，积

极搭建平台，突出示范引领，组织引导广

大离退休人员为助力油田 500 万吨上产

发挥积极作用。

强化组织管理
把党支部打造成正能量“发动机”

大港油田离退休管理中心目前管理

离退休党员八千余人，本着“就近管理、就

近发挥、就近学习、就近活动”的原则，对

253 个离退休党支部进行网格化管理。

在学习中，中心党委统一下发党员学习计

划，分中心、基层站定期开展学习、主题党

日、组织活动等，并定期和不定期对离退

休党支部书记、委员和党员开展形势任务

宣讲、主题教育等活动，为开展好离退休

支部工作打下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今

年，该中心围绕建党98周年和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积极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看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不忘初心跟

党走，牢记使命勇担当”等主题教育、党

日、调研等活动，得到离退休党员的一致

好评。与此同时，该中心健全“党支部联

系人”等制度，为提高离退休服务管理工

作质量和发挥党支部核心骨干作用提供

有力支撑。

突出示范引领
把文体协会打造成正能量“放大器”

大港油田离退休管理中心以发挥引

导离退休人员增添正能量为主线，不断加

强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文体协会组织

的培育和管理。中心为大港油田离退休

职工音舞、象棋、书法绘画、摄影协会等

12 个文体协会进行了授牌，各党支部还

鼓励广大离退休党员、退休人员根据自身

情况，参加到各类文体演出活动中，与社

区开展企地共建、资源共享活动，进一步

扩大文体协会增添正能量的辐射力和影

响力。

中心大力开展对新中国成立前参加

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工人的业绩，抗美

援朝老兵的事迹，文体骨干的感人故事以

及各类活动宣传报道，大力传扬坚韧不拔

的石油精神；开展“我身边的共产党员”先

进事迹巡回宣讲活动，让老同志学有榜

样、做有参照、比有标杆，营造人人争当先

进、典型层出不穷的生动格局。

积极搭建平台
把学习阵地打造成正能量的“精神乐园”

该中心充分运用现代网络和信息技

术，为老同志开展增添正能量活动提供便

捷学习、深入交流的平台。组织工作人员

和离退休人员参加培训班，邀请知名记者

为大家讲解撰稿和摄影知识；通过外部媒

体、公众号、离退休人员QQ群、微信群等

平台，充分发挥中心网站的夕阳风采和工

作动态栏目的宣传作用，搭建中心与老同

志沟通的桥梁。定期组织老同志线上学

习宣传党的新政策、新理念、新思想，并及

时组织座谈交流体会，倡导老同志积极建

言献策。 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杨玉荣

大港油田离退休管理中心发挥平台作用 着力提升优化离退休服务管理工作

为油田建设发展增添正能量
◎ 本着“就近管理、就近发挥、就近学习、就近活动”的原则，对253

个离退休党支部进行网格化管理；健全“党支部联系人”等制度，为提高离
退休服务管理工作质量和发挥党支部核心骨干作用提供有力支撑

◎ 加强以离退休人员为主体的文体协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与社区
开展企地共建、资源共享活动，进一步扩大文体协会增添正能量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

◎ 充分运用现代网络和信息技术，为老同志开展增添正能量活动提
供便捷学习、深入交流的平台

中塘镇围绕《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针对辖区创文工作弱点和短板开

展巡查和治理

■ 加大对辖区内乱悬挂乱晾晒现象的巡查治理力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
制止，确保中塘镇市容环境整洁有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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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对辖区集装箱违建现象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有效
地打击了私搭乱建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