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兰世纪花园别墅区违建集中拆
杭州道街启动该小区第三阶段拆违，预计11月中旬完成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杭州道街静

安里社区联合滨海职业学院的大学生志愿

者们开展了“我和我的祖国”国旗升降台科

技小制作活动，丰富辖区未成年人的课余文

化生活，进一步增强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活动开始后，志愿者们首先分发了制作

材料。这次制作的国旗升降台根据滑轮滚

动原理设计，主要由底座、旗杆、滑轮升降装

置等组成。孩子们首先把底座拼好并用螺

丝刀固定住，然后把两个滑轮分别安装到两

个轴上，紧接着把线固定到两个滑轮之间的

“轨道”上，最后把国旗粘到线上。这样就

能在摇动摇柄时带动拉绳和国旗平稳地上

升或下降。

静安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制作国

旗升降台模型，让孩子们了解国旗升降台的

基本构造和国旗升降原理，既可以锻炼动手

能力，又能培养辖区青少年的爱国情怀。

静安里社区

制作国旗升降台模型
培养青少年爱国情怀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杭州道街新园

里社区邀请辖区老党员马毅向未成年人开展

以“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中，马毅首先向学生们讲解了变废

为宝的有关资料，让学生们了解垃圾分类的

重要性，并教学生们认识垃圾分类的各种标

志、标识，区分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

圾及其他垃圾。此外，马毅还用剪纸的方式

做出了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将已经做好的生

活物品图标分发给孩子们，让他们投放到对

应的垃圾桶内。最后，孩子们集体朗读了“垃

圾分类歌”。

新园里社区

普及垃圾分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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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政治性
提高自身理论水平

据了解，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开展以来，新村街道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反响强烈。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区委主题教育工作部署，推动主题教育工

作做深、做实、做细，加强对街道机关干部

和社区青年干部的培养，新村街道团工委

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组织开展第一期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共举办三场党

课宣讲，围绕“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

用”“中国共产党党史”“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了生动而有

趣的党课，以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

“听了这三场党课之后，让我对党的

指导思想、性质宗旨、初心使命，对党员的

权利义务，都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

识，收获颇丰。”一位学员听完讲座后说。

除此之外，培训班还组织学员参观

了国防教育基地，观看了爱国主义教育

影片，增强学员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

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让学员在思想上

和灵魂上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增强先进性
提升全员综合素质

本期培训班还走出教室，开展实践

课程。学员走进天津石化公司，了解该

公司发展历程；参观了周恩来邓颖超纪

念馆，重温他们对新中国成立及世界妇

女运动作出的伟大贡献和卓越成就。

参观结束后，学员一致表示，要继承

先辈遗志，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崇高精神，坚定信仰、脚踏实地、立足

根本，不断学习进步，完善自我。

增强凝聚力
巩固群团组织中坚力量
为了培养学员的团结协作、积极进

取精神，增强团队凝聚力，巩固群团组织

中坚力量，本次培训班还来到天津市青

少年绿色文明基地，开展户外拓展训练。

作为收尾，培训班辩论赛压轴上

演。辩论赛以“规范不文明行为应该以

劝导还是惩罚为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宣传引导还是自我认知更重

要”“文明礼仪养成主要靠自律还是他

律”为辩题，展开了三场精彩的辩论，让

学员的辩论能力和合作能力得到锻炼。

新村街道团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通过本次培训，学员能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对标对表，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为共同绘制新村街道美丽蓝图贡献力量。

时报讯（记者 张智）近日，新村街道联合

村社区根据区创文办要求，针对辖区单位“学

雷锋志愿岗”行为规范进行突击式检查。

在三次明察和一次暗访后，辖区单位现已

基本按照要求整改完毕。其中，天津津滨联合

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和金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

器广场在4次检查中都为完美达标。日前，联

合村社区党委对天津津滨联合物业服务有限

公司（项目）负责人赵媛媛给予个人表彰；对金

元宝爱来无忧数码电器广场给予集体表彰。

联合村社区

突击检查“学雷锋志愿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让马克思主义成为青春的鲜亮底色

新村街举办首期“青马工程”培训班
近日，新村街道团工委第一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培训班落下

帷幕。据悉，为期5天的集中学习培训以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为核心，
按照学员选拔、开班仪式、党课宣讲、爱国主义教育、参观学习及户外拓展训
练六大板块进行，让36名青年代表在培训中得到思想和灵魂的洗礼，以及综
合素质的提升。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太平镇在采

取自学+微学+班学的基础上，邀请区委党校

的8名教师深入各村，为全镇19个村和部分企

业的党员进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新时代

合格共产党员”主题宣讲。

活动期间，党校教师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进行了深度解读，并结合各村的实际

对共产党员如何更好地践行初心和使命、强化

履职担当进行了阐释。

太平镇

组织主题教育宣讲活动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城镇食

品安全委员会开展食品安全培训。镇域

各村（居）、食品摊贩、幼儿园（含小饭桌）、

工地食堂等单位共计40余人参加培训。

会上，新城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

以近期实际发生的案例生动形象地讲解

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身边切实存

在的危害食品安全的因素。特别强调了

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制度、食

品安全自检自查、加工经营场所及设施

设备、餐（用）具清洗消毒、进货查验、食

品储存管理、餐厨废弃物处置等安全注

意事项。

据悉，本次培训加强了食品经营者的

守法经营意识和食品安全自律意识，进一

步明确了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对全面

推进辖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起到了积极

作用。

新城镇开展食品安全培训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杭州道街新业

里社区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普及食品安

全知识，增强全社会对创建食品安全环境的

参与意识，提高广大群众自我保护的能力。

宣传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辖区居民

详细讲解了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并结合实

际案例，普及了食品安全知识。

“宣传活动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受到了

群众的欢迎，营造出全社会关注食品安全、构

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和对食品安全放心的

消费环境。”新业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业里社区

开展食品安全宣传活动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太平镇

举行“11·9”消防宣传月启动仪式。

此次活动以“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

好家园”为主题，借用韦尔斯润滑油（天

津）有限公司厂区为活动现场，参与人数

达到 150 人。活动现场设置了消防常识

有奖问答，参会人员均踊跃报名参加，答

对题目的人员可获得一个消防应急包。

现场消防队员还展示了火灾扑救、电动车

灭火及各种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并对如

何及时处理火情进行了细致的讲解。现

场还进行了火灾消防演练，灭火及时、人

员逃生井然有序，为各企业消防演练树立

了榜样。

■ 目前杭州道街已对存
在违建的241户别墅向区房管
部门核实产权信息，并对已查
询的236户进行了限制转让

■ 截至11月3日，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
队已经拆除违建19处19间2200平方米。将
继续加大拆违力度，力争在11月中旬左右，对
不存在拆除风险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

为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近日，杭州道街吉庆里社

区党委组织社区党员来到滨海

文化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展进行参观学习，

以参观“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

创建史图片展”为契机进行党

日活动，追寻革命足迹，坚定理

想信念，永葆党员本色。

通过本次参观活动，党员

同志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

想信念，更加深刻理解了爱国

主义的丰富内涵，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革命精神

贯穿到当前的学习和工作中，

积极创新、不断进步，为社区

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何沛霖

追寻革命足迹 坚定理想信念

杭州道街米兰世纪花园小区私搭乱

盖问题一直困扰着居民。今年9月，杭州

道街坚持拆违不松劲，启动了该小区第

三阶段拆违工作，对米兰世纪花园小区

别墅区开展大规模、高强度的集中拆违

专项整治，预计11月中旬全部完成，将有

望彻底解决米兰世纪花园小区多年存在

的严重私搭乱盖现象。

启动第三阶段任务

2018 年开始，杭州道街全面启动了

米兰世纪花园小区拆违行动，依法依规

分三个阶段对小区内全部违法建设、违

章圈占等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刚开始调查时，我们发现该小区内

360余户存在各种违法私搭乱盖现象，违

建面积约13000平方米，其中约有60%为

占绿地违建。”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队负

责人介绍说，经过前两个阶段的专项整

治，米兰世纪花园小区多年存在的严重

私搭乱盖现象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但别

墅区的违建依然存在。杭州道街相关负

责人表示，完成前两个阶段拆违工作后，

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别墅区，启动第三

阶段任务，并进行了摸底调查。

经过排查，米兰世纪花园小区共有

别墅 243 户，涉嫌违章搭建行为的多达

241 户。目前杭州道街已对存在违建的

241户别墅向区房管部门核实产权信息，

并对已查询的236户进行了限制转让。

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由于违建数量众多，杭州道街综合

执法大队对超出绿化范围违章圈占、违

章搭建进行了归类统计。对存在专属空

间改建、扩建、接层或者占用公共空间进

行扩建的，尤其是与房屋主体相连的违

建进行拆除，可能会对别墅整体安全结构

产生影响。拆违工作将安全放在第一位，

杭州道街聘请了具有专业资质的队伍进

行房屋安全鉴定后实行分类处置。

“对拆除违建后对合法房屋不会造

成安全隐患的我们一律进行拆除。”杭州

道街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拆除违建影响

合法建筑物、构筑物主体结构安全或者

整体拆除影响相邻建筑、构筑物主体结

构安全的、现有拆除技术条件和地理环

境无法实施拆除的、拆除将对公共利益

造成重大损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情形的

将暂缓拆除，进一步研究完善方案，保障

安全拆违。

开始“最后的攻坚”

在下达拆违整改通知书，并履行相

关法律程序后，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队

执法人员带领拆违人员进入米兰世纪花

园小区别墅区，开始了“最后的攻坚”。

“我们先后向居民下发了小区的环

境整治拆违公告和门前堆物清整通知，

呼吁居民自发响应，积极配合拆违工

作。”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

说，拆违行动得到了不少群众的积极支

持，有些老党员不仅主动申请配合拆违，

还积极帮助做邻居工作，起到了很好的

协助作用。

经过一周多的攻坚，拆违工作进展

明显。截至11月3日，杭州道街综合执法

大队已经拆除违建 19 处 19 间 2200 平方

米。“下一阶段，我们还将继续加大拆违

力度，力争在11月中旬左右，对不存在拆

除风险的违章建筑全部拆除。”杭州道街

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表示。

太平镇启动“11·9”消防宣传月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杭州道街治国

里社区共建学校——塘沽十四中的师生走

进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开展创文系列

活动。

活动中，治国里社区工作人员为学生们

讲解了《天津市市民文明手册》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组织老师们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集中学习，在垃圾分类投放点

为师生们进行实地讲解。随后，学生们动手

捡拾社区周边的白色垃圾，并将垃圾分类投

放，学以致用。

治国里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旨在让学校师生进一步了解和支持创文工

作，营造创文氛围，参与创文工作，通过社区

学校联动，助力创文再上新水平。

治国里社区

共建学校进社区参与创文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海滨街祥和

社区联合红旗路派出所社区民警开展“严厉打

击诈骗犯罪，维护社会诚信体系”防电信诈骗

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民警通过在社区宣传

栏张贴和向居民发放宣传单，告知群众电信诈

骗案件的发案特点、方式，以及如何识别、应

对、防止上当受骗等方法。

祥和社区

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北塘街泰达御

海社区举办了以“科技启蒙，助力成长”为主题

的未成年人科普教育活动。活动中，老师讲解

了机器人制作所需的材料及科学原理，并展示

了成品模型，让青少年了解机器人的发展、分

类及机器人在各行业中的运用等知识。

泰达御海社区

科技启蒙 助力成长

吉庆里
社区

▲
日前，大港油田物业服务公司隆

达实业奉献日间照料中心组织开展了

“居家互助养老便民服务日”活动。

77岁的卢月楼和82岁的黄立忠两

位志愿者很早就来到该中心，主动为老

人服务。此次活动历时一个半小时，共

为16位老人理了发，工作人员还为老

人免费测量血压和建立健康档案。

文/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陈景瑞
图/记者 贾成龙

▲ 学员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便民志愿服务便民志愿服务
走进照料中心走进照料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