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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上午，大港街开元里社区广

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原来，由社区开

展的党员便民服务一条街活动正在这里

火热举行，现场十余支志愿服务队的数十

名志愿者，现场为居民进行了文艺汇演、

医疗义诊、应急救护等志愿便民服务，为

打造志愿服务品牌、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

氛围助力添彩。

便民服务拿出看家本领

据悉，此次党员便民服务一条街活动

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喜迎新中国

成立70周年为主题，吸引了中石化第四

建设公司、华兴医院、物业公司、板厂路派

出所等多家单位参加。

上午9时，志愿服务活动在社区秧歌

队热闹的秧歌表演中拉开序幕。由24人

组成的社区秧歌队，用优美的舞姿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赢得了社区居民叫好

连连。台上演出精彩纷呈，台下更有多名

戴红袖标的老党员志愿者在道路两旁维

持秩序。

一上午，志愿者们纷纷拿出看家本

领，热情地为辖区居民群众进行志愿服

务。华兴医院的志愿者为居民群众测量

血压；有的党员志愿者不辞辛苦义务磨剪

刀、磨菜刀；有的党员志愿者为居民理发；

社区律师为居民进行法律法规讲解；居委

会工作人员则针对居民群众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耐心地宣传讲解计划生育、社

会保险、综合治理、反邪教、禁毒、消防安

全、法律法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相关

政策和知识，并发放各类宣传册、宣传单

100余份。

志愿服务活动既拉近了党员与党员、

党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又提高了党员

的奉献意识和服务意识。在场的居民无

不为志愿者们“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

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志愿精神点赞。“通

过活动把便民服务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让居民不出社区，就能得到实实在在的

便民服务。”开元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

指出，“这类活动同时也发挥了榜样的

力量，号召居民从现在做起、从身边事

做起，用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和传递

社会正能量。”

志愿服务向祖国献礼

无独有偶，当人们正尽情享受国庆佳

节的轻松时光时，大港街十大员志愿者服

务队则利用假期时间开展了一系列志愿

服务活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到来之际，用志愿服务队的方式向祖国

献礼。

“十一”假期期间，大港街志愿者来

到大港公交车队进行“迎国庆、促安全、

倡导绿色交通出行”志愿活动。参加活

动的有医科大学的学生、大港街社区志

愿者以及车队司机共计 80 余人。活动

中，由公交司机带领志愿者们实地参观，

并讲解新能源车的相关知识，学习雷锋

精品示范线——522路公交车的精神，以

及宣传绿色出行的倡议。活动最后，参

与者建言献策，为绿色出行提意见、谈建

议、讲感受。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都表

示获益匪浅，在今后的生活中，出行首选

公交车，为大气环境减压卸负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

随后，大港街志愿者服务小分队一行

12人前往大港养老院看望在此生活的老

人，并为他们提供修脚、义诊、理发等多项

志愿服务。部分志愿者还带着礼物走进

房间慰问老人，并与老人聊天谈心，为老

人们送去关爱和温暖。

国庆期间，大港街开展的一系列志愿

服务活动旨在通过简便易行的方式，面对

面地服务群众，将志愿服务融入居民群众

的日常生活，推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制度

化、常态化，在辖区营造良好的志愿服务

氛围，共建美好和谐家园。

发起“创文百日攻坚行动”倒计时 持续开展“文明促进1+1”活动

塘沽街：品牌活动引领 推动创文实效再提升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大港街：庆国庆 学雷锋志愿服务更火热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

组织召开辖区民办幼儿园（托幼点）攻

坚治理推动会。

会议指出，要严格落实天津市民

办幼儿园的设置标准和民办托幼点注

册备案工作的文件精神，结合本次攻

坚治理专项行动，认真梳理有关问题，

逐步规范幼儿园管理工作。要严格落

实园内卫生、食品、消防和人身安全要

求，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为孩子们提供

和谐安全的园内环境。

下一步，塘沽街将对接相关业务

部门，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逐步加强

对辖区各类托幼点的督查和指导，努

力实现各托幼点的备案要求，为辖区

幼儿营造良好的成长和学习环境。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开展“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发放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看望慰问了对越自卫反

击战一等功臣乔长发和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

命的老战士王凤有，并向2位老战士发放了纪

念章和慰问金。在与老战士的沟通交流中，大

家认真聆听了他们的革命故事，与老战士一起

重温了曾经的革命岁月，同时详细询问了他们

的身体情况和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嘱咐老人要

保重身体，并对他们为新中国作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此次活动不仅让老战士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关怀和社会的关爱，更有力地推动了全社会

形成崇尚先进、尊爱英雄的良好风尚。

弘扬革命精神 庆祝新中国70华诞

塘沽街向老战士发放纪念章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华云园

社区开展“阅读伴成长 书香满社区”亲子活动。

科普类、唐诗类、童话类、寓言类……活动

开始后，孩子们纷纷在书柜前挑选起自己感兴

趣的书籍，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社区活动室

内书香四溢，他们有的独自一人静静阅读，有

的三三两两轻声探讨，还有的和家长一起享受

幸福的亲子阅读时光。活动后，孩子们互相交

流读书心得，分享阅读的快乐。

华云园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希望通过读书

活动开阔小朋友们的视野，进一步培养孩子们

爱阅读、会阅读、乐阅读的好习惯。

华云园社区

亲子共阅读 书香满社区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紫云园

社区开展“同升国旗、共唱国歌”活动，社区党

员、在职党员、志愿者、少数民族群众代表约

300人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党员群众怀着崇敬的心

情，整齐地站立在广场上，在庄严而嘹亮的国

歌声中，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随后，社

区组织开展了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会后，大家表示，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善

担当、勇作为，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宜居宜业高

质量首善之街的建设中，全力打赢创文攻坚

战，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紫云园社区

同升国旗共唱国歌庆国庆

系列文艺巡演
送上文化盛宴

发起“创文百日攻坚行动”倒计时，

持续开展“文明促进1+1”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多举措调动群众参与创文的热

情……连日来，塘沽街以问题为导向，以

民生为重点，持续推动创文百日攻坚行

动向纵深发展，力求让群众真正感受到

创文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坚持问题导向
瞄准短板精准发力

日前，塘沽街召开“创文百日攻坚行

动”攻坚倒计时动员部署会，总结“创文

百日攻坚行动”阶段性成果，查找创文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创文各项工作进行

再动员、再部署、再提醒、再鼓劲。

在创文百日攻坚行动中，塘沽街突出

问题导向，狠抓创文工作中的短板，落实好

重点区域、重点场所方面工作，各级各部门

各司其职、配合联动、取长补短、相互补

位。着力推进“文明促进1+1”行动，开展

整治环境卫生、规范社区停车秩序、提升

窗口服务水平、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开展共

创共建活动等，同时建立创文督导队，推

进创文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下一步，塘沽街将在“创文百日攻坚

行动”倒计时活动中，以“问题导向，精准

发力，争分夺秒大干30天，打赢‘创文’攻

坚战”为主题，以创文薄弱环节为主攻方

向，梳理解决一批创文工作难点问题和群

众反映的热点问题，集中全员力量打好“歼

灭战”，压实主体责任打好“协同战”，强化

专业培训打好“民意战”，使辖区城市环境

秩序明显改善，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

素质显著提升，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创文带

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打造志愿品牌
提高群众创文参与率

塘沽街在滨海新区学雷锋志愿服务

日活动的基础上，坚持每月在辖区各社区

轮流开展“文明促进1+1”学雷锋志愿服

务活动，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推动志愿服

务社会化、常态化，凝聚强大合力。

日前，塘沽街学雷锋志愿者队伍在雅

苑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10支志愿服

务队分组走进社区网格，对标对表，重点

对社区卫生、楼道堆物、“牛皮癣”小广告、

单车乱停乱放等老大难问题进行再整

治，并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倡导绿色生活

方式。志愿者还在现场和社区周边宣传

创文，提高居民群众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参与率。活动现场

还开设了“公益服务一条街”，为居民提供

了义诊、法律咨询等便民服务。

同时，未成年人“七彩筑梦”跳蚤市

场爱心义卖活动开市，辖区青少年、青年

志愿者积极参与，积极弘扬扶贫助困美

德、奉献爱心，传递文明之风。此次爱心

义卖活动所得全部用于西部扶贫以及辖

区困难群体帮扶。

塘沽街召开专项治理推动会

加强民办托幼点管理
为幼儿营造良好环境

■ 塘沽街将在“创文百日攻坚行动”倒计时活动中，以“问题导向，精准发
力，争分夺秒大干30天，打赢‘创文’攻坚战”为主题，以创文薄弱环节为主攻方
向，梳理解决一批创建工作难点问题和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

■ 塘沽街在滨海新区学雷锋志愿服务日活动的基础上，坚持每月在辖区
各社区轮流开展“文明促进1+1”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打造志愿服务品牌，推
动志愿服务社会化、常态化，凝聚强大合力

连日来，由塘沽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主

办，天津柠檬树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协

办的“芳华正茂，歌唱祖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系列活动文艺巡演”在塘沽街各社区举

办。活动激发了居民的“主人翁”意识，丰

富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充分展

示出辖区居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活动的良好态势。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

港街城管综合执法大队到石化集贸

市场周边的兴华路、石化路、喜荣

街、前进里等周边路段，对违章占道

经营的摊贩进行治理。

当天恰逢周日集市，市场上人

头攒动、车辆密集，一些商贩沿街

摆卖，车辆乱停占道经营，堵塞交

通。为确保经营有序，安全无事故，

大港街城管综合执法大队结合实际

制定了“占领式”整治方案，确定了

人员，划分了责任区域，集中优势

兵力，打好周日市场管理“这一

仗”。通过队员们的努力，尽管周

日市场上人流涌动，熙熙攘攘，但

经营有序，无任何异常情况发生。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城管

综合执法大队在街道五楼会议室，举办了《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知识考核。这次考

核实现了全员化，执法大队所有人员一律参

加考试。

为引起大家对《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知识考核的高度重视，保证考核实效，执

法大队提前一个月就下发了考核通知，并组

织全体人员分组进行相关知识的学习辅导。

与此同时，大队还结合涉及执法大队的相关

处罚条例内容进行交流研讨，以便在执法过

程中，能够熟练运用，切实做到融会贯通。队

员们准备充分、胸有成竹，考试开始后，很快

就答完了全部试卷。年纪较大的队员更是毫

不逊色，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最终，执法大

队全体人员都顺利通过了此次考核。

晨晖北里居委会

乐龄趣味运动会
老人玩出“年轻态”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晨晖

北里居委会在小区内开展了“我们的节日·重

阳”——乐龄趣味运动会，玩出“年轻态”。

此次运动会本着“我运动，我健康，我快

乐”的宗旨，倡导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团队精

神，让老年人在运动中玩出“年轻态”。大家在

比赛竞争的同时又相互团结协作，参赛人员热

情高涨，谈笑声、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参加

运动会的老年人纷纷表示，参加此次运动会，

就像回到了孩童时代，很有趣，也玩得很开心。

兴华里社区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引导群众远离骗局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为切实提高辖区

群众防范非法集资意识，日前，大港街兴华里

社区集中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

兴华里社区综治专干向居民宣传了非法

集资的特征、手段及表现形式，倡导居民对

“高额回报”的民间借贷、“快速致富”的投资

项目擦亮眼睛，提醒居民远离非法集资、拒绝

高利诱惑，并号召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到

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的行动中来。同时，工作

人员还以分发宣传资料、张贴宣传海报等形

式，积极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广泛宣传非法集

资诈骗造成的严重后果。此次活动使防范非

法集资的宣传面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扩大，

达到了引导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集资的目的。

七邻里社区

童心爱国教育
追忆红色历史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七邻

里社区联合大港一幼开展了以“追忆红色历

史 童心爱国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故事活动。

活动中，七邻里社区邀请退休老党员姚

大爷在大港一幼为孩子们讲述《小兵张嘎》

《王二小放牛》等耳熟能详的革命故事。老党

员带领大家重温了一段令人震撼的红色历

程，希望孩子们能铭记历史，珍惜革命先辈用

鲜血换来的美好生活，将红色精神发扬光

大。活动最后，孩子们齐声演唱革命歌曲《红

星闪闪》感谢姚大爷的演讲。

大港街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文明条例知识考核
全力助推创文工作

大港街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专项整治集贸市场环境
打好周日市场“管理仗”

大港街开元里社区党员便民服务活动现场 记者 贾成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