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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带来软硬件大提升 66岁老公园吸引市民争相“打卡”

“逛着逛着随手一拍，就是美景！”
■ 记者 杜红梅 摄影报道

始建于1953年的河滨公园，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区的“黄金地带”，背靠海
河，形似折扇，是新区最大的综合性公园，也是大多数市民休闲娱乐的首选“打
卡”地。在创文背景下，河滨公园这所示范园的环境更优美，设施更健全，人气
也更火爆。初冬时节，记者实地走访，感受创文给市民游园休闲带来的可喜新
变化。

完善硬环境
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锻炼需求

22日上午8点多，记者走到河滨公园

正门，防撞隔离护栏出入口，陆续有结束

晨练的市民走出来，刚刚准备入园休闲

锻炼的市民也接踵而至。广场两侧，《天

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等内容张贴在古香古色的角

亭和红火喜庆的灯笼等创意展牌中，给

原本就韵味十足的河滨公园增添了一份

文化韵味。

随着人群慢慢踱步，园中波光粼粼，

断桥曲岸，树木成林，亭廊阁榭，兽馆禽

舍，掩映其中。休闲座椅上，三俩老友对

坐而谈；亭廊阁榭下，歌声小调回荡其间；

林中空地处，打太极的人群神情泰然。

记者留意到，除了公园环境卫生有

了不小的提升，公园内的设施也更加健

全。路边原本单一的果皮箱如今已经换

成了分类垃圾桶，灌木草皮的绿地多了

“宠物公厕”，翻修一新的公共卫生间也

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在湖畔古朴典雅的

湖濒楼旁和儿童乐园对面，公共卫生间

多了一间小小的母婴室，里面无障碍坐

便器、洗手盆、尿布台一应俱全。

河滨公园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新区开展创文以来，公园在加大扫保

力度和绿化养护的同时，对园区内破损道

路、休闲座椅、亭楼墙体、健身器材、公共

卫生间、湖边安全防护栏等也都进行了提

升改造，还增设了分类垃圾箱和宠物拾便

器，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锻炼的需求。

提升软实力
让公园像家一样安全和温暖

记者问起这两年公园的变化，正在

为展演排练舞蹈的公园晨练队的阿姨们

纷纷为公园日渐提升的“软实力”点赞。

家住第七领地的齐阿姨告诉记者，公园

晨练队在这里已经活动十多年了，大家

眼看着公园的环境越来越好，大家的业

余生活越来越丰富，日子过得也越来越

舒心。“这几年新区的变化太大了，特别

是创文以来，新建了很多公园、广场，大

家逛着逛着，随手一拍就是美景。我最

喜欢的还是河滨公园，它就是我们家门

口最靓的风景。”

正说着话，三名身披志愿者绶带的

保安从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开始绕着公园

巡逻，不少晨练的市民热情地和他们打

招呼。他们提醒遛犬市民绑好牵引绳，

劝阻门前乱停车、为摔伤游客提供应急

药品、给外地游客提供问询服务……

“河滨公园作为新区创文的公园示

范点，硬环境提升了，软实力也不能落

下。安全、健康、志愿服务是我们在创文

工作中着力突出的重点。我们不仅要让

市民在这里逛园子，赏美景，还要让他们

感受在家一样的安全和温暖。”河滨公园

管理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设置学雷

锋志愿服务站，公园还增设了廉政、健

康、道德模范三个主题的创文宣传展板，

积极配合街道、学校等开展特色主题活

动。同时，为进一步提升园区安全水平，

公园每天开展不间断巡逻和定期组织防

火及反恐宣传演练。

时报讯（记者 张智）虽然已是寒

冬，但记者连日来实地采访注意到，每

到傍晚大沽街道晟卉花园小区新建的

“休闲花园”都是人气爆棚。舞蹈队、秧

歌队、太极队……热爱文体活动的居民

们欢聚一堂，共享“创文”成果。“原来这

片就是荒地，今年街道为我们新建了

‘休闲花园’，方便了居民，也让我们文

体爱好者有了活动的阵地。”晟卉花园

小区居民付秀敏的一席话，说出了很多

邻里的心声。

从付秀敏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楼

下的“休闲花园”。虽然已是寒冬，但花

园里绿植点缀，显得生机勃勃。作为小

区里的老住户，付秀敏见证了楼下这片

区域一步步的变化。“原先这片就是荒

地，后来就有居民在里面种上了菜，菜地

越开越多，这里就成了小区里的卫生死

角。今年街道结合‘创文’工作，把菜地

都清了，又给老百姓盖起了‘休闲花园’，

真是太惠民了。”付秀敏表示，这一前一

后对比，让她不敢想象。

据了解，“休闲花园”占地面积约

4800平方米。记者看到，园内有凉亭、小

道、绿植、广场等，集多功能于一体。白

天这里是老人们晒太阳首选之地，傍晚

这里则是群众文化活动的阵地。热闹的

场景，还吸引来周边的小区居民。

作为文体活动积极分子，付秀敏还

是远景庄园社区的文化管理员。她告诉

记者，“休闲花园”的修建解了社区文体

队伍缺少活动场地的燃眉之急。据介

绍，远景社区有秧歌队、舞蹈队、太极拳

队等多支文体队伍，光是经常参加排练

的居民就有六七十人。由于这些项目参

与人数多，亟需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

“原先我们都在附近一个楼盘的底

商空地前进行排练，而且今年楼盘底商

陆续都卖出去了，没有适合我们活动的

宽敞地方了。正好这个时候，小区里的

‘休闲花园’建起来了，文体队伍都集中

到这里来活动了。”付秀敏告诉记者，现

在晟卉花园小区的居民，不出小区就能

逛花园，幸福感倍增。

据了解，这个“休闲花园”在设计时，

还充分利用空间设计了停车区。从近两

个月的使用情况来看，也缓解了周边几

栋楼的停车位紧张，赢得居民群众点赞。

新北街晓镇家园社区紧邻东江路与泰达

大街两条车水马龙的主干道。进入小区后，

马路上的喧嚣仿佛被阻挡在社区之外，只剩

居民们在分隔成不同区域的文化广场跳舞、

聊天的热闹，给人“回家了”的放松与舒适。

这种体验，是社区对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带

来的便捷所致，也是居民享受共治共享社区

发展成果的自豪。以“家文化”为核心理念

的晓镇家园把社区当作一个大家庭，以社区

居民为中心，聚焦群众需求，合理规划社区

空间功能，为居民打造了宜居、宜乐、宜游的

良好环境，给居民带来更多的幸福感、获得

感，也让社区成为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的优

秀典型。

记者日前在采访中看到，一进入社区，一

条3D斑马线仿佛将社区与外界隔绝开来，让

居民进入到另一种节奏中来。正对大门的文

化广场上，一支广场舞队正在排练，广场边缘

的志愿者在为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互不干

扰又各司其职的状态是对广场周围“家文化”

展示牌的最好诠释。广场继续向社区内部延

伸，通过长廊、影壁等分隔成多个区域，既提

升了社区的景观，又满足了更多居民对公共

空间的需求。“有次一位阿姨提出儿童游乐区

域的地面问题，我就告诉她，我们已经考虑到

这方面的需求，订购的环保塑胶地坪很快就

能给孩子们铺上了。”社区书记、主任杨秀杰

说，居民的需求是社区工作的中心，如何围绕

居民需求提供精细化服务则是关键。为了解

决居民推电动自行车进楼道充电的问题，社

区设置了便民服务车棚，引入电动自行车充

电站运营公司，通过详细的图解，让居民能够

便捷地完成户外充电，解决了电瓶入户的安

全隐患。

“我们社区将近有三分之二的外来人口，

如何提升社区居民的凝聚力也成为社区工作

的重点。”杨秀杰说，为此，社区首任书记于和

虹创建了“家文化”的品牌，到自己这里已经将

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扩展至四部分，从不同角度

增强对居民的关注，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社区充分利用各类公共空间，无论是地下

停车场入口的外围墙壁，还是文化广场的各类

影壁、栏杆，甚至地面上的小小井盖，都用各类

风景手绘、传统文化展牌装点上，让居民因为

喜爱而自觉保护公共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

养，推动社区创文工作进程。 记者 范炳菲

新北街晓镇家园社区

“家文化”凝聚社区创文干劲

大沽街道晟卉花园小区新建“休闲花园”人气爆棚

不出小区逛花园 居民幸福感倍增

▲ 保安绕着公园巡逻

三点固定法是登山运动中攀登陡
峭坡面时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安全攀登
方法，身体重心能随着用力方向的不
同而协调地移动，动作配合自如且易
于保持平衡。泰达设计攀峰的三条

“腿”是企业对股东的价值、对社会的
价值、对员工的价值。

1999 年泰达设计成为经开区先行
先试的试点单位之一，由国企改制为
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再次改制为民
营经济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时代
最能孕育灿烂的机遇，我们因 90 年代
经开区城市大建设需求而生，伴随国
家改革开放浪潮，持续改革、创新发
展。历经两次改制，股权结构进一步
市场化，我们有国有企业的稳定性、

民营企业的独立性及对未来选择的灵
活性，同时，我们也担负着国有资产
保值的重任和股东方的期望。”武文
杰说，要实现这些，重点在有持续的发
展。泰达设计坚持沿着规范、长远的
路子走。当前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行
业规范愈发严苛，但他们愈发有底气，
也正因为前期根基打的稳、打的正。

20 年里，泰达设计从建筑、电力、
市政设计到打造出工程咨询、工程勘
察、工程设计、造价咨询、工程管理等
在内的综合工程技术服务平台，资产从
改制前的 200 多万，到现今的 1.6 亿，成
功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持续实现着
企业价值。这就是第一条“腿”。

第二条“腿”就是实现企业对社会

的价值。在泰达设计承接的项目中，
如天津三星电机变电站工程、轨道交
通 Z4、B1 线变电站工程、老旧小区改
造专项工程、公交首末站工程、“煤改
电”工程等推动区域发展的重要项目
并不鲜见。其中，在改善北方地区冬
季清洁取暖的民心工程——煤改电，
泰达设计参与到武清区、东丽区、静海
区、蓟州区等天津市各区域十万余户
居民及企事业单位的可研编制、施工
图设计及技术服务工作。

“对于企业的发展，我们一直秉承
两方面的观点，第一是为国家提供税
收 ，第 二 是 完 成 市 场 效 益 和 社 会 效
益。今年是新中国 70 周年，我们是幸
运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蓬勃朝气、开
放创新的时代。同时，我们的幸运还
在于，在中国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需
要时，能用自身的知识和技术贡献社
会的发展。”武文杰说。

让员工坐在 C 位上，是泰达设计
一直坚持的原则，也是企业发展的第
三条“腿”。武文杰介绍，“工程服务行
业有严格的行业规范，而从本质上而
言，这个行业的服务性强，对从业人员
综合素质有高要求。员工是企业发展
的核心源动力，代表着企业精神、层
次、格局，尊重员工在企业中价值，为
其创造价值提升空间，也是为企业可
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泰达设计目前的三层办公大楼建
筑面积3000多平米，在2017年启用，在
一楼设立党建园地、员工休闲区、文化
角。闲暇时，员工聚在此处喝咖啡、下
棋、看书、聊天。张悦是同事眼里阅历
丰厚的“大姐”，在 1994 年通过经开区

“百名人才大招聘”加入泰达设计，属
于公司元老级员工。“90 年代跳槽还比
较少见，从市里设计院跳到泰达设计，
后来又经历国企改制，不再是‘铁饭
碗’，有的人就说‘可惜了’。其实不
是，在这里获得的职业能力提升是以
前难以想象的，公司有完善的薪资体
系、成长机制，单位在大小节日的福利
都让家人、朋友特别羡慕。”

与再有两年就退休的张悦不同，
万小彬入职刚满四年，但已是年轻骨
干，是公司“创新增效小组”成员之
一，企业以团队带新人、项目实践历
练的培才机制给她快速成长的土壤。

“第一次从奥维地图上看到自己参与
的光伏发电项目，在周边绿地衬托下，
亮晶晶一片，感觉一下找到成就感，真
正 体 会 工 作 的 意 义 ，也 有 了 更 多 坚
持。企业于职工而言，是通向未来的
平台。我们大家对未来有非常好的期
待。”她说。

2019年是泰达设计改制的第20年，路途上有高光时刻，也遇到过低潮期，企业能风雨兼程不断发展，是全体泰达设计人不断努力和创新的结果。
谈及以往发展的实践和探索，董事长武文杰称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尊重”：尊重行业规律、尊重用户、尊重员工，做最受尊重的工程技术服务企

业。他说，“做企业就像攀山越谷，翻过眼前的山，前面还有更艰险的高峰。泰达设计一路发展，起起伏伏，最终都能有新的发展，靠的是硬功夫，是
持之以恒，是立足长远，是起落里守住一份初心。搏浪新时代，泰达设计亦复如是。”

匠心筑道 初心筑梦
““三条腿三条腿””攀峰越谷攀峰越谷

系列报道之五

探索在持续进行。多年来，泰达设计成立
了建筑设计分公司、电力设计分公司、市政设计
分公司、工程管理分公司、滨龙咨询公司，打造
工程技术服务平台的探索脚步一直未停下。

“20多年里，这些分模块被慢慢打磨出来，
各类相关资质已经很完善。当企业发展到一定
程度之后，我们必须要去探索一个更大的领
域。这几年，我们开始做平台，将各模块业务整
合，多专业一体化，以平台的形式来提供深度服
务。除服务纵深，我们也将横面拉宽，以天津市
场为根据地，走出去，到南方做市场。同时，持
续开展以设计为龙头的 EPC（工程总承包业
务），从工程建设前期统筹考虑工程项目的建
设，打造优质工程。”总经理阎喆坦言，做平台、
做EPC是一个长期坚守的过程，压力肯定有，但
对于未来，他们很乐观，也有巨大的决心，坚守
住为用户把事情做好的初心。

新时代有新机遇。在党十九大吹响建设
“美丽中国”、“绿色中国”号角之际，泰达设计也
迈出步伐，在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低碳发展
的路上大踏步前行。2018年，公司凭借自身电
力设计、市政设计、建筑设计资质完备及各专业
人员配套齐全的综合优势，联手综合能源领域
专家团队，成立综合能源研发部。综合能源研
发部积极创新，将“互联网+智慧能源”和多能
互补集成优化的实践落地，先后承接了北辰国
家产城融合示范区中关村产业服务核心区综合
能源供应规划、北辰商务中心绿色办公示范项
目、宁河未来科技城、天津一汽大众汽车基地综
合能源规划等项目。

“我们在行业新方向上一直是发力状态，除
了综合能源，还有柔性供电等新技术。毕竟未
来行业会变成什么样谁都不确定，一个企业将
自己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结合起来，握紧时代脉
搏，才有机会立于潮头，走在行业前面。我们搭
建综合服务平台、发展综合能源研发部既是厚
积薄发，也是顺势而为，企业发展战略的进化与
社会进步息息相关。”就泰达设计下一步如何走，
武文杰说，企业文化不是简单的口号和标语，而
是根植在大家心中的一种价值观，它能够形成目
标一致的强大行动力。泰达设计人坚守把事情
做好的初心，做“最受尊重的工程技术服务企
业”，致知力行，继往开来新征程。 文/张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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