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加强弱点短板攻坚，

实行“三点六线”工作责任机制，发动全员参

与到创文工作中来，集中全部力量，群策群力

打好创文攻坚决战

◎ 建立“三点六线”创文专项工作责任
机制，并成立四个创文专项工作队伍，即三个
重点区域、六条主要道路和环境卫生整治组、
综合秩序整治组、交通秩序整治组、督导检查
组四个专项创文工作队伍

自开展创文攻坚专项行动以来，太平镇攻坚克难，在交通秩序整治、

环境卫生秩序维护、集市治理等方面出实招，取得了显著成效

◎ 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每天加大巡逻力度，加强宣传，引导居民规
范停车，合理利用停车位，同时，执法部门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多措并
举，确保整治效果

◎ 结合辖区实际和弱点短板，对各有关路段和点位加强巡查，及时
发现问题、反馈问题；志愿者和环卫工作人员齐上阵，对重点路段加大清
洁力度；下一步，太平镇将针对垃圾未及时清运、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反复
的点位进行逐个攻坚，确保环境干净整洁

日前，中塘镇联合大港四幼

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活动。活

动现场，该镇专职消防队员为孩

子们讲述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火场自救及逃生方法等消防安全

基本常识，并现场指导老师使用

灭火器进行灭火操作。此次消防

安全“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在

实践中学到消防安全知识，进一

步夯实了校园安全“防火墙”。

文/记者 李婷婷
图/记者 贾成龙

消防安全
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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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为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日前，滨海新区“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培训会及创文成效观

摩会在太平镇举办，滨海新区农业农村

委及太平镇有关负责人、南部主要街镇

（小王庄镇、中塘镇、海滨街、太平镇）村

庄干部一行抵达太平镇农村人居环境示

范村窦庄子村观摩学习，现场交流，取长

补短，进一步提升整治标准。在观摩活

动中，观摩团一行对太平镇创文工作给

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阶段环境整治工

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创文进入攻坚冲刺阶段，时间紧、任

务重、标准高。太平镇持续加大工作力

度，加强弱点短板攻坚，实行“三点六线”

工作责任机制，发动全员参与到创文工

作中来，集中全部力量，群策群力打好创

文攻坚决战。

据了解，该镇建立“三点六线”创文

专项工作责任机制，并成立四个创文专

项工作队伍，即三个重点区域、六条主要

道路和环境卫生整治组、综合秩序整治

组、交通秩序整治组、督导检查组四个专

项创文工作队伍。自开展创文攻坚专项

行动以来，太平镇攻坚克难，在交通秩序

整治、环境卫生秩序维护、集市治理等方

面出实招，取得了显著成效。

针对车辆乱停乱放现象，太平镇进

行了专项整治。该镇在划定机动车、非

机动车停车位的基础上，建设食品街停

车场。同时，交警、综合执法等部门每天

加大巡逻力度，加强宣传，引导居民规范

停车，合理利用停车位，同时，执法部门

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多措并举，确保整

治效果。

环境卫生是创文的重中之重。太平

镇结合辖区实际和弱点短板，对各有关

路段和点位加强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反

馈问题。志愿者和环卫工作人员齐上

阵，对重点路段加大清洁力度。下一步，

太平镇将针对垃圾未及时清运、环境脏

乱差等问题反复的点位进行逐个攻坚，

确保环境干净整洁。

新港街持续开展入户走访行动

暖气热不热“温暖”送到家

时报讯（记者 张智）连日来，新港街

道持续开展“暖气热不热，把温暖送到家”

专项行动，入楼栋、听民意、解难题，确保

辖区居民温暖过冬、舒心过冬，让群众感

受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

际成效。

近日，寒潮来袭，滨海新区气温接连

“跳水”。在前期入户走访的基础上，新港

街道各科室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网格

员、志愿者再次对社区老党员、低保户、退

役军人、困难户等重点人群进行走访，面

对面问需问暖。

近日，新港街道组织人员到辖区居民

家中入户走访，了解群众实际需求。在新

尚里社区老党员张云亭家，工作人员看到

老人家里还是老式铸铁暖气片，试了一下

暖气片的温度，仔细询问今年供暖以来暖

气供应情况，了解往年最冷时期的室内温

度以及是否知晓供暖热线电话。走访人

员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有困难和问题及

时向街道和社区进行反馈。

各社区也相继开展了供暖入户走访

活动。贻芳嘉园社区开展“扫楼入户”专

项行动，了解居民冬季供暖情况和实际需

求，切实做到为民服务解难题。

据了解，新港街道和各社区将详细记

录居民需求建议，建立相关工作台账，认

真梳理供热温度不达标、服务热线打不

通、诉求解决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并及时

反馈给供暖部门，尽早解决相关问题，确

保辖区居民温暖过冬、舒心过冬。

◎ 持续开展“暖气热不热，把温暖
送到家”专项行动，入楼栋、听民意、解
难题，确保辖区居民温暖过冬、舒心过
冬，让群众感受到“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 在前期入户走访的基础上，新
港街道各科室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
网格员、志愿者再次对社区老党员、低

保户、退役军人、困难户等重点人群进
行走访，面对面问需问暖

◎ 新港街道和各社区将详细记录
居民需求建议，建立相关工作台账，认
真梳理供热温度不达标、服务热线打不
通、诉求解决不及时等突出问题，并及
时反馈给供暖部门，尽早解决相关问
题，确保辖区居民温暖过冬、舒心过冬

加强弱点短板攻坚 实行“三点六线”工作责任机制 发动全员参与创文

太平镇：群策群力打好创文攻坚决战
新城镇

到展示中心汲取奋进能量
时报讯（记者 张玮）日前，新城镇组织镇

机关和各村（居）60 余名党员干部群众深入

天津滨海-中关村协同创新展示中心进行参

观学习。

在讲解人员的带领下，同志们通过图片、

文字、视频、多媒体和实物感知等方式，分别参

观了“先行先试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引领发

展”“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生态为先智慧宜居”

“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国家战略新区”六个展

区，深切感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的深切

关怀，深刻感受到滨海新区创新发展的巨大成

就，更加坚定了“四个自信”，增强了为滨海新

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的责任感和自豪感。

下一步，新城镇将坚决把总书记的殷殷

嘱托转化为“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的具体行动，为建设繁荣宜居智慧的现代

化海滨城市作出贡献。

小王庄镇

讲述红色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小王庄镇退

役军人服务站联合镇教委在小王庄中学开展

红色（国防）主题教育讲座。讲座邀请红色收

藏家平耀辉老师担任主讲人。平老师借助他

收藏的展品，为学生们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

苦奋斗史和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史，以及革命先

辈的红色故事。

本次活动对学生进行了革命传统教育、爱

国主义教育，使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革命先烈

崇高品质的认识，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主义热

情，激励学生珍惜生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胡家园街星海苑社区

开展燃气安全知识宣讲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胡家园街道星

海苑社区邀请塘沽燃气公司，在社区开展冬

季燃气安全宣传知识讲座及天然气自助缴费

机的使用方法的讲解。

活动中，讲解员给大家介绍了燃气使用不

当的危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燃气时要注意定

期检查胶管，遵守“人离火灭”安全守则等。

活动中，讲解员还给居民讲解了燃气自

助缴费机缴费的步骤及方法，帮助市民足不

出户即可缴费。

大沽街和谐园社区

举办应急逃生演练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大沽街道和谐

园社区开展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学好用好

应急知识”应急疏散演练活动，提高社区居民

应急逃生和疏散能力。

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了应急宣传册，并

讲解了应急逃生知识。随后，社区工作人员还组

织居民进行了应急逃生演练，包括如何报火警、

如何使用灭火器和如何扑救初期火灾等。

此次演练使社区居民掌握了基本的应急

常识和应急逃生自救方法，提升了居民自防

自救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海滨街沙井子二村

激发村民读书热情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海滨街沙井

子二村党总支组织开展了“新时代、新农村、

新阅读”主题读书活动。

读书会伊始，农家书屋管理站站长向前

来参与活动的村民朋友详细介绍了沙井子二

村开展“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系列活动的安排

部署，鼓励大家回归阅读，通过书籍和报纸等

媒介多多汲取知识，用书本知识强化自己，提

高整体阅读能力和水平。

读书活动的最后，工作人员还组织读者

们扫码参与了“庆华诞、畅阅读”读书打卡和

“我读书、我快乐”话题分享线上活动，进一步

激发了读者们的读书热情。

新港街港航社区

帮退役老兵缓解生活困难
时报讯（记者 张智）近日，新港街道退役

军人服务站与港航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看望退役老兵，为其送去

困难救济金。

退役老兵李克有今年72岁，参加过援越

抗美作战。2019 年他患食道癌住院治疗，高

额的医疗费用造成家庭困难。了解此事后，港

航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结合相关

优抚政策，及时上报新港街道，为其申报了大

病救助及慈善救助，以缓解其生活上的困难。

在慰问过程中，工作人员仔细询问了老人

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向其家人讲解了相

关扶助政策，叮嘱老人要保重身体。

“看，这活动室多亮堂，农闲时再也

不愁没地方娱乐了！”昨天一大早，小王

庄镇南和顺村的王大爷边打着乒乓球边

感慨道，自打村委会改造提升工程完工

后，新村委会便成为村民们平时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从“建好村委会”到“社区化村委会”

的转变，得益于小王庄镇紧抓民生“关键

小事”，重点围绕改善村民活动场所、提升

办事环境以及向社区化转变等方面，拿出

实招硬招，补齐民生短板，提升镇域村民

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据了解，小王庄镇领导班子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走访调研中发

现，镇内多个村的村委会办公环境简陋，

管理模式落后，且村内缺乏村民休闲娱乐

活动场所。

对此，小王庄镇高度重视，专门召开

村委会提升工程专题协商会，会前成立专

门调研组，通过专家咨询、走访座谈、问卷

调查、调取资料等方式，就群众反映的问

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会上充分征求居民

代表的意见建议，并商讨了解决问题的有

效措施。经多方调研决定，对镇域内南和

顺、北和顺、南抛庄村村委会进行改造提

升，同时，对示范镇范围内的11个行政村

村委会进行社区化改造，在示范镇内建成

2所党群服务中心。

此项工作开展以来，镇党委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此项工程

作为践行初心和使命的具体体现。在工

程开展前期，镇党委与村委会多次协调沟

通，确定改造后的设计方案，并赴西青区

参观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并结合参观所得

经验对工程进行调整优化，以更好地改善

村委会、党群服务中心的人文环境。

村委会提升改造工程进行期间，镇党

委及时查找工程进展过程中难点环节，多

方协调沟通，全力推进工程如期竣工。截

至目前，圣美园党群服务中心、瑞景园党

群服务中心以及南和顺、北和顺、南抛庄

3 个村委会已经完成搬迁。改造提升后

的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包括便民服务大

厅、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室和日间照料

室等诸多功能性空间，切实改善了村民活

动场所和办事环境，提升镇域村民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记者了解到，自“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小王庄镇聚焦主

题主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了解各

村实情，转化调研成果，拿出实招硬招，及

时破解难题，确保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为

民服务解难题，就是要从倾听群众心声开

始。”小王庄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只有把

群众的每一个诉求、每一个愿望都放在心

上，把群众的事都当作头等大事，才能真

正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也才能赢得

群众的信任和满意。”

提高为民服务水平 改善村民休闲娱乐场地

小王庄镇着力提升村级活动场所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 领导班子在主题教育走访调研中发现，镇内多个村的村委会办公
环境简陋，管理模式落后，缺乏村民休闲娱乐活动场所

■ 经多方调研决定，对镇域内南和顺、北和顺、南抛庄村村委会进行
改造提升，同时，对示范镇范围内的11个行政村村委会进行社区化改造，
在示范镇内建成2所党群服务中心

■ 截至目前，圣美园党群服务中心、瑞景园党群服务中心以及南和
顺、北和顺、南抛庄3个村委会已经完成搬迁。改造提升后的村级组织活
动场所，包括便民服务大厅、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室和日间照料室等诸
多功能性空间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通讯员 刘
如意）连日来，大港油田信息中心组织

党员和业务骨干开展“光纤跳线会

战”，为民用通信业务社会化“提速”，

并配合联通、移动、电信三大运营商开

通预约业务和相关工作，倾力办好这

件惠及民生的大事。

据了解，今年9月1日，大港油田

民用通信业务社会化正式启动，标志

着大港油田天津区域内的家庭通信业

务市场全面与社会接轨。两个月以

来，大港油田信息中心已配合三大运

营商受理业务2万余户，民用通信业务

社会化运行良好，局面平稳、可控。现

在大港油区百姓可以通过联通、移动、

电信三大运营商营业网点预约办理业

务，自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套餐。

大港油田开展“光纤跳线会战”

推进民用通信
业务社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