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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文攻坚感动瞬间 征集

敬老促和谐 助老传文明大港街老农贸市场焕发新活力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新北街对违建严密防控 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置

“零容忍”及时拆除违建“阳光房”

人生有梦不觉远人生有梦不觉远
——记滨海新区总工会“账房姑娘”李萌

■ 时报记者 赵路畅 报道

因滨海新区工运事业的发展和工会干部队伍建设，“职业化社会化工会工作者”应运而生，一大

批优秀的青年学子加入到各级工会组织中，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为新区工会工作注入了新

鲜血液。他们立足岗位，任劳任怨，在繁杂的工作中刻苦学习业务知识，积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揣摩提高工作效率的窍门，寻找破解工作难点的方法，在工作中独当一面，受到了大家的称赞。本

报近日采访了几位工会“新兵”代表，今天是来自滨海新区总工会的“账房姑娘”李萌，读者朋友们，

一起来看看她的故事吧。

时报讯（记者 赵路畅）日

前，2019年全国新区经开区高新

区首届职工健康运动会在广州

黄埔体育中心落幕。滨海新区

代表队在各项比赛中奋勇争先、

顽强拼搏，获得首届职工健康运

动会团体总分第二名的好成绩，

新区总工会被评为“组织工作先

进集体”。

作为此次运动会的“收官之

战”，近日在本届运动会的主会

场广州开发区举办了田径和趣味

体育两项赛事及开闭幕式。滨海

新区代表队在田径比赛中展现风

采，斩获男子跳远、男子铅球两项

冠军，女子 1500 米、女子跳高两

项亚军以及女子铅球季军。

此外，自首届职工健康运动

会于今年 5 月拉开帷幕以来，滨

海新区总工会先后派代表队参加

了在湛江经开区、扬州经开区、北

京经开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

等地举办的乒乓球、羽毛球、毽

球、电竞等赛事，并于 11 月初承

办了“三对三”篮球比赛。

全国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职工健康运动会落幕

新区代表队荣获团体总分亚军

脏乱差、乱停车、乱摆摊……这是一直以来人们对大港街农贸市场的普
遍印象，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开展以来，该街在市场环境卫生、三车停放、
出店占道经营、门前三保等方面下足绣花真功夫，并通过联合整治、精细管
理、带动商户广泛参与等多方面努力，使老城区农贸市场开始华丽蝶变。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她

告诉记者，自己是有梦想的人。这

个20多岁的姑娘眼神执着而坚定，

年轻、漂亮、开朗、活泼不足以概括

她。她，就是滨海新区总工会的“账

房姑娘”李萌。

李萌进入滨海新区总工会财务

资产管理部工作以来，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踏实工作，积极进取，善

于动脑，乐于创新，以工作实绩践行

服务职工、做好职工“娘家人”的承

诺，自主制作的一套税务代收系统

退费模板以较高的质量方便了企业

办理退费工作，提高了工会税务代

收工作效率，获得了广泛好评。

更快成为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我想成为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

人。”2017年，李萌走出大学的象牙

塔，面对考研还是出国深造，抑或是

投身工作的多重选择，她毅然决然地

选择了走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奉献

社会的追梦人、筑梦者。她顺利通过

滨海新区总工会的社会化工作者招

考，成为工会大家庭的一名新兵。

时光飞逝，李萌已经在滨海新

区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工作一

年有余。工作实践中，她踏实肯

干，任劳任怨。从得知自己的办公

电话是对外咨询电话的那天起，李

萌就立下誓言：一定要练就过硬的

服务本领和娴熟的业务技能，绝不

让一位来电咨询的工会会员带着

对政策的不解挂断电话。为此，李

萌刻苦钻研业务知识，经常利用业

余时间学习，将《工会经费收支管

理办法》《负面清单》等有关规定熟

记于心，熟练用于工作中。有时候

为了更好地传送文件到基层，李萌

甚至将自己个人的手机号、微信号

告诉咨询者。于是，每天不管多

晚，只要李萌看到咨询的消息，都

会第一时间回复，这样一来，大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她说，这是对咨

询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一年多来，李萌以积极进取的

工作热情和踏实勤勉的工作态度，

努力实践着自己的诺言，相信星光

不负追梦人，力争做到更强、更优。

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工作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李萌说，学习和积累很重要。在观

看《大国工匠》的时候，她被深深地

震撼了。“如果说工匠精神是对工艺

品质有着不懈追求的话，那么财务

工匠精神不仅要传承精雕细琢、追

求完美的精神，还要加入财务行业

独特的内涵。要做到爱岗敬业、严

谨细致，要让热爱和对这个职业的

敬重与责任感渗透到工作岗位的方

方面面。”李萌说，如果仅把工作视

作谋生的手段，那恐怕还没有真正

地理解“爱岗敬业”这四个字。

去年秋天，正值单位迎接上级

部门财务工作的自查与抽查。那段

时间，为了确保账目准备无误，李萌

和同事们整天与账本待在一起，中

午吃饭时在查账，晚上加班接着查

账。然而在那个时候，李萌的父亲

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住院准备接受手

术。作为独生女，她知道躺在病床

上与死神搏斗的是疼爱自己的父

亲，而作为一名财务人员，她也知道

单位里等待她的是时间紧任务重人

手少的工作局面。面对这道人生的

考题，最终李萌还是选择了继续坚

守工作岗位，照顾父亲的重任就落

到了母亲的身上。李萌说：“我知道

父亲不会怪我，因为从参加工作的那

天起，父亲就教育我要爱岗敬业。”

让工匠精神在岗位上闪光

李萌学的是会计专业，但却从

未接触过工会财务工作，她把这看

作对自己的挑战，激励自己更加努

力去学习未知领域知识。组织工

会财务知识竞赛是工会财务部门

每年的重点工作，这项工作的出题

部分是重中之重。接到这项任务

后，李萌开始了加班加点，她认真

查找各类资料、翻阅相关书籍，在

同事的帮助下完成了12000余字的

题库。题库知识点全面、答案准

确，对综合测评及巩固财务知识非

常有帮助。

有付出，也有收获，在准备题库

的过程中，李萌说自己也通过对工

会财务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的

研读，丰富了对工会财务工作的理

解，也在无形中进一步提升了自己

的业务能力。

自税务代收工作开展以来，基

层企业多缴或者错缴经费需要退费

的情况时有发生，但基层办事人员

流程不熟、手续不清，以致造成困

扰。细心的李萌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便利用自己业余时间的不断揣

摩，结合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需求，制

作了一套退费模板。这套模板一下

子方便了企业更快更简单地走好退

费手续，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工会为

企业办实事解难题的效率，受到大

家的广泛好评。“把个性的问题共性

化，再给出一个解决办法，让本来复

杂的工作变得更得心应手”，这是李

萌在探索工作方法中的新体会。

回首参加工作的一年多，李萌

说：“我的梦想就是做一个干一行、

爱一行、专一行的人，让青春在人生

的旅途中绽放出最美丽的光彩。习

近平总书记也曾说过，奋斗是青春

最亮丽的底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

靠奋斗来实现，人生理想的风帆要

靠奋斗来扬起。”

人生有梦不觉远，星光不负追梦

人。“我会一直努力，为梦想插上风

帆，让它扬帆远航。”李萌信心满满。

通讯员通讯员 工轩工轩 摄摄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时报讯（记者 赵路畅）近日，

由天津市总工会主办的“天津工

会微信公众平台实践与创新”现

场论坛在中铁十八局建安公司

举办。会上，市总工会首次对天

津市工会系统微信公众号影响

力进行了排名，天津经开区总工

会取得总分第三名的成绩，第一

名是天津市总工会，第二名是中

铁十八局集团公司工会。天津

经开区总工会（团委、妇联）负责

同志参加论坛并在会上作经验

分享。

论坛上对天津经开区总工会

新媒体工作的三点做法给予了充

分肯定。一是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通过数据分析和技术，进一步

了解受众喜好，更好地服务中心

工作、服务职工；二是工青妇形成

合力，打造群团宣传大格局，引导

广大职工、青年朋友和妇女群众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三是紧跟

时代潮流，利用新平台、新形式，

更直观地传递群团工作信息。

市工会系统微信公众号影响力排名

经开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名列前茅

时报讯（记者 赵路畅）近日，

由保税区总工会主办的“为爱勇

敢、快乐脱单”保税区教师专场联

谊活动举行，44位教师及单身青

年职工参加。

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气氛

热烈，轻松愉快，欢声笑语，单

身青年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

分享交流，开启了浪漫热情的

寻爱之旅。最终，7 对嘉宾牵手

成功，另有多对单身青年相互建

立了联系。

保税区举办教师专场联谊活动

辛勤“园丁”开启浪漫寻爱之旅

七邻里市场
整改“老大难”焕发新活力

11月28日一大早，刚刚开门纳客的

七邻里农贸市场摊主老马就忙活开了。

不过，他忙的不是生意，而是忙着把从装

饰品店买来的仿真绿植藤条、火红的仿真

鲜花和喜庆的红灯笼挂到铺位旁的货架

上。用老马的话说，现在全民创文，他这

小摊位必须增色，才能紧跟新潮流。老马

的“铺位增色行动”也让前来买菜的居民

群众纷纷点赞。

记者在市场内看到，曾经“老大难”的

七邻里市场如今让人眼前一亮，每个铺位

的商品都摆放有序，市场内灯光通明，难

闻的气味消失了，拥挤的通道也变得宽敞

明亮，而市场周边乱摆乱卖和乱停乱放、

违法户外广告、沿街商铺店外经营、马路

摊点等乱象不再，取而代之的则是干净舒

适的农贸营商环境，市场附近的胜利街更

是交通畅通无阻。焕然一新的市场，人来

人往，生意兴隆。

该市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两个

多月的时间里，街道不仅对市场进行了升

级改造，还严格治理了商户摆摊外溢，规

范摆卖，清理了无商照散摊及占路堆物

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逐一得到整改。”

“以前下午去学校接孩子，市场周边

的路上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车很难通

过。现在市场门口没有摆摊的了，路宽敞

了，也能走汽车了，再也不会出现像以前

那样天天交通拥堵的情况了！”提及七邻

里市场创文后的改变，家住市场周边六合

里社区的居民王女士赞不绝口。

周日大集
每次买菜都能看出新变化
大港街周日集贸市场是大港区域内

规模最大的便民农贸服务市场，其以天津

石化农贸市场为中心，面积达26000平方

米，每周日吸引着来自大港周边、河南、山

东、河北以及京津的大量商贩，客流量达

数万人。由于人流量大，加之位于主城

区，“赶集”常常造成周边几个主要道路堵

塞，并带来一系列占道经营、卫生环境脏

乱、治安隐患等问题，原本便民、利民的

“大集”曾一度成为大港街环境方面的“老

大难”。

“最近几个月周日大集周边的变化真

是大，摊位整齐了，交通堵塞少了，环境更

是干净了！”11月24日中午，在大港街周

日集贸市场，特意从古林街东部新城赶来

买菜的居民刘女士告诉记者。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新区开展创文攻坚行动以

来，为规范石化农贸市场经营环境，大港

街执法大队每周日从凌晨5点集市开始，

到下午集市结束，组织力量全天候执勤，

对石化农贸市场周边的兴华路、石化路、

喜荣街、前进里等路段违章占道经营进行

治理，效果明显。上周日，记者来到市场

看到，尽管这里人流涌动、车辆密集，熙熙

攘攘，但商贩们经营有序，前来赶集的居

民停车规范，路边也并未发现沿街摆卖、

占道经营及车辆乱停的现象；市场内所有

铺位均按照蔬菜、肉类、生鲜、干货等区域

归整分类，做到种类划分科学、品种集中、

留出人流通道；保洁人员随时都在进行卫

生清扫，市场监管人员不停地在市场内来

回巡查。“每次过来买菜都能看出新变化，

从过去的随意摆摊、大声兜售到如今的摊

位整齐划一、文明售卖，其中的转变都让

周围居民倍感欣喜。”正在一家菜摊挑选

蔬菜的居民吴大爷说。

随着市场环境的“升级改造”，商户们

也尝到了创文的甜头。“在街道的耐心劝

导下，商户们了解到了创文对于老百姓的

重要意义，纷纷配合环境改造。更重要的

是，创文创造了良好的购物环境，也方便

了我们做生意，划算的是我们商户。居民

买海鲜更方便舒心，我们的生意也会越来

越好。”卖海鲜的吴大姐笑着和记者打趣

道，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日前，新港

街道贻芳嘉园社区联合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慰

问天同贻芳托老所住养老人。

志愿者们来到天同贻芳托老所，为老人打

扫卫生、整理房间，陪老人聊天、唠家常，了解

老人的生活情况，并送上慰问品。活动现场充

满着温馨感人的气氛。

中国人寿的志愿者还为老人办理了免费

的意外伤害险。老人连连致谢，感谢志愿者的

暖心行动，感谢社区的关爱和帮助。

时报讯（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12月

1 日，新北街德景花园小区一处违建“阳

光房”还未建成就被执法人员及时发现，

并成功劝说相对人配合拆除。

12 月 1 日一早，记者来到新北街德

景花园小区37栋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拆

除刚刚搭建的屋顶。“周五我们的执法队

员在小区巡查的时候发现有工人运输角

钢、彩钢板等建筑材料。凭着职业的敏

感，执法队员发现了这处正在建设的违

建。”新北街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郝德柱

告诉记者，经过调查发现，这处违建位于

一别墅二楼露台，是一处正在建设的“阳

光房”。

“发现一起，必须拆除一起，否则将

起到非常不好的带动作用。”郝德柱指着

别墅周边告诉记者，违建有一处，就会滋

生出很多处，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必须坚

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违建“零容忍”。

面对执法队员的询问，施工现场只

有工人，房主迟迟不露面。“经过初步调

查，我们发现这栋别墅已经被出租，建设

这处违建的是承租户。而且因为心疼即

将完工的‘阳光房’，租户并不愿意配合

拆除工作，所以也不露面。”郝德柱说，执

法队员随即通过居委会找到房主的联系

方式，与房主取得联系，耐心向其解释相

关法律法规，做其思想工作。

在房主与执法队员的劝说下，租户

最终同意配合拆除工作。在违建发现的

第二天，执法队员就成功将其拆除，及时

避免了违建反弹回潮。

新北街负责人表示，新北街将严格

落实网格巡查责任，对违建做到严密防

控，及时发现、及时制止、及时处置，坚决

遏制违法建筑蔓延势头。违建“阳光房”被及时拆除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新区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开展以来，居民生活环境得

到显著改善，但个别社区内仍存在着私装地桩

地锁行为，损害居民公共权益，带来安全隐患。

日前，丹东里社区对私装地桩地锁展开清理。

丹东里社区在核实私装地桩地锁情况后，

及时与住户沟通劝阻，并在小区及道路醒目位

置张贴告示，要求居民自行拆除地桩地锁。对

于未按期拆除的，最终丹东里社区决定联合新

村街道执法大队共同拆除，还居民以安全舒适

的出行环境，得到居民积极响应和点赞。

丹东里社区清理地桩地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