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步结合日常工作，推动全民参与

同步创新宣传方式，助力文明创建

同步加强警媒协作，营造浓厚氛围

“三同步”“三强化”

提升道路交通秩序
提升文明养犬意识
提升社会治安环境
提升窗口服务水平

“四提升”

强化组织发动

强化制度保障

强化督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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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摊贩“打游击”屡禁不止
此前，新村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金

泰新村、海韵园、永久里、悦海园等小

区的居民，深切感受到没有农贸市场

的不便。“我们小区附近没有农贸市场，

买菜要走很远，过马路、过天桥，买多

了提不动，买少了不够吃，每天都为买菜

的事发愁。”家住金泰新村小区的张大

妈说。

小区附近没有农贸市场，周边市民

的日常生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让很

多小贩看到了“商机”，于是，占道经营者

经常到附近摆摊设点，底商外摆外卖也

相互“攀比”。“整治—反弹—再整治—再

反弹……”，管理部门与商贩的“猫鼠游

戏”每天都在上演。

“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仅靠堵不是办

法。”新村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多次对永久街沿线占道经营情况

的实地调研后，我们认为，需要一个更科

学的办法，来满足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

需求。”

举措

疏堵结合引摊入市
疫情防控期间，为了防止人员聚集，

助力个体工商户经营，上级部门适度放宽

了对商铺外摆外卖的限制。于是，新村街

道按照“引摊入市”“以路为市”相关原则制

定的“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方案正式形成。

该方案的核心是，在不影响交通秩序

的情况下，利用有限的空间，每天6时到9

时，允许永久街西侧便道上的底商在台阶

上摆卖，其余时段则不允许有占道经营的

情况出现。而允许摊贩摆摊经营的前提

则是——规范。摊贩必须按要求摆放摊

点，并规范经营行为。同时，为维护周边

环境卫生，新村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还在每

天的6时到9时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并在

经营后立即安排人员对产生的垃圾进行

清扫清理。

效果

早市“变脸”换来双赢
28日7:30，记者在永久街西侧的便道

上看到，10 余个摊位有序地分布在便道

台阶上，水果蔬菜一应俱全。虽然早上是

市民购物、吃早点的高峰期，但现场秩序

井然，因为没有占用马路，永久街上也未

出现交通拥堵、垃圾乱扔的现象。

临近9时，还没等管理人员提醒，摊贩

们就开始忙活起来，有的收摊进店，有的

装货上车。9时，保洁员准时出现在该路

段，对遗留的垃圾进行清理。10 多分钟

后，喧嚣散去，便道上恢复了整洁和安静。

“台阶早市”的出现，既为百姓提供了

生活便利，又保证了摊主的经营收益，取

得了双赢的管理效果。“规范管理后，以前

脏乱差的扰民早市变成了真正的便民利

民惠民早市。”一位商贩有感而发。

来自河北省的唐永强在胡家园农贸

批发市场内经营着一家副食批发部，生

意已经做了7年，疫情发生后，店铺几乎

门可罗雀，但租金、水电、人工……各种

支出却不少。“每天一睁眼就在赔钱。”不

得已，唐永强贴出了停业告示。

就在这时，政府推出政策措施，呼

吁相关单位给予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

商户房租优惠。胡家园街辖区的天津

市方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仓储分公司、

天津鑫淼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

滨海新区塘沽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天津

荟菁华热力有限公司、天津市华港鼎盛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11 家单位响应街

道号召，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

免租金 1300 万元，为共同抗疫作出贡

献。手头资金宽裕了，唐永强又把店面

盘了回来。

“稳企业就是稳民生，稳复工就是

稳发展！”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副主任曲志强说，“作为企

业，我们更应该发挥好自身优势，响应

政府号召，践行社会责任，为推动小微

企业和商户安心经营、地方经济健康发

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了解，胡家园街辖区共有企业

403 家、个体经营户 2017 家、常住人口

6.5万人。自复工复产工作开展以来，该

街成立了 44 个“132”帮扶组，深入企业

纾困解难。截至目前，已帮助企业申请

了 41 笔担保贷款，金额 1600 余万元；寻

找了5处出租房源提供给有需要的企业

员工使用。 记者 张智

有效遏制占道经营行为 解决多个小区市民买菜难的问题

疏堵结合“台阶早市”换来双赢
■ 时报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44个“132”帮扶组深入企业纾困解难

胡家园街：精准护航 助企“满血复活”

“真的很方便，现在只要走到小
区门口就能买到便宜、新鲜的蔬菜。”
5月28日7时许，在永久街金泰新村
小区门口买菜的张大妈高兴地说。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在不影
响交通秩序的情况下，新村街道办
事处对永久街西侧便道上的摆摊经
营行为进行规范管理，不但有效遏
制了占道经营行为，还解决了周边
金泰新村、海韵园、永久里、悦海园
等多个小区市民买菜难的问题。运
行一段时间以来，“便民早市”赢得
了市民和摊贩的一致好评。事实证
明，生活气息浓郁的“烟火气”和“高
大上”的市容环境也可以不冲突。

新港街

开展早餐摊食品安全检查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新港街道对辖

区限时限地早餐摊贩及食品商户开展食品安

全检查，严防严管严控各类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推动滨海新区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检查组针对食品售卖摊贩门店资质是否

合法，证照是否齐全，食品是否存在过期现象，

是否存在利用回收食品生产加工食品、生产经

营超过保质期食品的行为，是否存在制售无生

产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无生产许可、无

食品标签的“五无”食品行为开展认真细致的检

查，并对食品经营者进行食品安全宣传教育。

下一步，新港街将进一步强化对食品经营

单位及摊贩的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置整

改，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新港街贻芳嘉园社区

为困难老人送温暖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新港街贻芳嘉

园社区联合新滨海义工协会，面向辖区困难老

人开展慰问和志愿服务。

社区工作者与志愿者来到濒开里3户困难

老人家中，仔细询问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

况，鼓励他们保持乐观心态、注意保重身体，并

送上了慰问品。家住濒开里8栋的困难老党员

高永林瘫痪在床，虽然无法说话，但见到志愿者

来看望，拉着志愿者的手，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贻芳嘉园社区开启“党建红网格”接单模

式后，党员、志愿者纷纷聚集起来，随时待命。

“党建红网格”志愿者的每一次走访、每一次慰

问、每一次服务，都让困难老人感受到来自社

区的温暖。

新港街新开里社区

战“疫”一线充满青春力量
时报讯（记者 张智）“你们太辛苦了，回去

歇歇吧，让我来替个班！”日前，在新港街新开

里社区的疫情防控卡口，一名年轻人主动请缨

申请值勤。这位新加入值守队伍的年轻人叫

王浩，是天津港的一名职工。

自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以来，新开里社区有

很多热心居民积极投身战“疫”一线，贡献自己

的青春力量。他们有的坚守社区卡口，有的做

后勤保障，有的开展义务宣传……在抗击疫情

的斗争中展现了青年人的担当和使命。

““台阶早市台阶早市””现状现状

日前，天津电视台《百姓问政》栏目组

到新区杭州道街暗访疫情防控工作时发

现，部分小区存在“卡口值守人员脱岗、未

正确佩戴口罩和对进入小区人员不检查

不测温”等问题。面对暴露出的问题，杭

州道街高度重视，照单全收，并对相关问

题及时进行了整改。

近日，记者来到京山道小区看到，志

愿者正在小区出入口对即将进入小区的

人员测温，并询问近期是否有离津的情况

等。对于出入口的各项流程，志愿者已经

熟记于心，并且认真执行每一道程序。

就在记者采访的间隙，一位快递员来

到小区门口送快递。志愿者先是查看了

快递员的“健康码”，然后提醒其扫描“津

门战疫”小程序码，并检查其是否佩戴一

次性手套或携带免洗消毒剂。“单次投递

时需更换手套或消毒后方可进入小区。”

正在值勤的志愿者告诉记者，现在出入口

的每一项防控措施他们都在严格执行，以

确保小区卡口安全。

杭州道街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百姓问

政》栏目曝光相关问题后，街道及时召开工

委扩大会议，通报出现的问题，部署整改工

作。同日下午还召开了由29个社区党组织

书记和各科室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议，对

卡口值守工作进行了再培训。“我们要求社

工、机关干部、下沉干部、物业工作人员都

紧绷防控这根弦，严格按照要求做好测温

登记工作，坚决压实工作责任。”街道相关

负责人说，同日，各社区和科室将会议精神

传达给街道全体干部职工，对卡口值守进

行再动员再培训。对被曝光存在问题的京

山道、泰和城两个社区的有关责任人进行

了批评教育，对物业公司进行了约谈，提出

了整改要求。

同时，为强化卡口值守工作，充实值

守力量，街道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带头到卡

口值守。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还多次

到问题点位和卡口进行检查。此外，街道

纪委还对京山道、泰和城两个社区党组织

书记进行约谈警示，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提出了严厉批评，责令写出情况说明，同

时启动纪检调查程序。

“下一步，街道将认真贯彻落实疫情

防控要求，持续做好社区卡口值守工

作，并邀请新闻媒体进行跟踪回访，主

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杭州道街相关负

责人说。 记者 韩春霞

杭州道街对两个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问题的社区进行问责整改

立行立改 确保小区卡口安全

5月28日，记者从滨海新区公安局获

悉，滨海新区公安局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采取“三四三”组合措施持续发

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持续巩固创文阶

段性成果。

抢抓主动“三强化”

新区创文推动会召开之后，新区公安

局提前谋划部署，做好组织发动、制度保

障、督察检查“三强化”，并迅速召开专题

党委会，全面传达创文阶段性要求，用最

快的速度抓领会、用最务实的措施抓落

实。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局领导班子负责、

以各直属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工作领导小组，设置创文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筹推进创文工作开展，

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

局；建立交通秩序维护长效机制，建立文

明养犬长效机制，完善窗口建设，配合推

进诚信体系建设；研究制定《滨海新区公

安局2020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实施方

案》，重点分解7项创文攻坚任务指标，明

确53项任务分工和19项负面清单责任单

位，不留盲区、不留隐患，进一步确保创文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强化督导检查，

建立监管长效机制，将问题检查与绩效问

责挂钩，严肃处置不履职、不作为情况，进

一步激发履职尽责主动性。

狠抓重点“四提升”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宣传、文明养犬

社区宣讲……各牵头责任单位不等不

靠，快速响应，提前启动各项攻坚措施，重

点做好道路交通秩序、文明养犬、社会治

安环境、窗口服务“四提升”，形成合力全

方位开展创文工作。

依法严管严查，促进道路交通秩序大

提升。截至目前，相继查处机动车不礼让

行人、非机动车尤其是快递外卖小哥逆行、

闯红灯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5.44万起。

同时，推动文明养犬，促进市民文明素

养大提升。重点整治违规养犬、遛狗不牵

绳等不文明养犬行为，加强流浪犬收缴救

助。截至目前，共登记新办证248个，收缴

流浪犬282条，立案处罚7起，罚款6400元。

此外，创新治理模式，促进校园安全

管控水平大提升。着力维护社会秩序稳

定，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强化自身门前秩序

管理，整治校园周边出租房屋、中小旅馆、

网吧、娱乐场所、游戏厅安全隐患，切实净

化校园周边环境。

与此同时，优化服务模式，促进便民

惠民程度大提升。出入境管理支队及时

调整服务模式，全面梳理新区922家涉外

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实行重点帮扶制度。

此外，第一时间开通便民“绿色通道”，不

断优化线上服务模式。截至目前，已受理

各类紧急签证预约申请150证次。

紧抓宣传“三同步”

今年，新区公安局将继续紧抓宣传引

领，在全区范围内掀起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宣传热潮。

同步结合日常工作，推动全民参

与。新区公安局在开展疫情防控宣传的

同时，紧密结合“万名民警进百万家”活

动，围绕文明交通、窗口服务、文明养犬、

校园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深入社区、农

村、企业等开展广泛宣传，发放宣传资料

10万余份。

同步创新宣传方式，助力文明创建。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人员不能聚集，线下活

动难以开展的现状，新区公安局积极探索

新型宣传形式，将新媒体平台作为开展创

文宣传的新阵地。利用快手、抖音、微信

公众号等媒介，制作视频80余个，发布公

众号文章 5 篇，累计播放阅读量达 1000

万，确保文明理念入脑入心。

同步加强警媒协作，营造浓厚氛围。

与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开展深度合作，邀

请记者随警参战，及时曝光不文明行为，

营造全国文明城区创建浓厚氛围。

采取“三四三”组合措施持续发力 巩固阶段性成果

新区公安局打出创文“组合拳”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报道

（上接第一版）泰达绿化集团双城绿廊项目

经理宋志鹏告诉记者，目前，乔灌木栽植工

作正在收尾，白蜡、法桐等乔木已经种植完

毕，海棠、紫荆等灌木栽种工作也即将完

成。下一步将重点栽植野牛草、五叶地锦等

地被植物，以及景观湖畔水陆两生植物。总

体选用的植物种类比较多，而且符合设计景

观效果要求。

据了解，针对土壤盐碱成分较高的特

点，施工方运用暗管排盐技术，在土壤中铺

设渗水管收集盐碱水,再通过排水管将盐碱

水排到景观湖里，这样不会造成水资源的浪

费。目前，景观湖开挖塑形工作已经接近尾

声，180 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完成 97%左右。

三级园路正在进行结构层打造，其中慢行路

建设采用了海绵城市设计理念，使用透水混

凝土施工工艺，雨水透过路面再由排水管进

行收集汇入景观湖中。

“西区原本就规划了河道，通过这个工

程，可以推动实现西区水系的整体联通，

将来汇入永定新河入海。这样能够提升水

质，改善空气湿度，提升空气质量。”马剑

峰说。

生态提升促进绿色发展
据介绍，天津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双城

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建设是京津冀环首都生

态屏障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天津市践行习

近平总书记“两山”理论的重要举措，也是天

津市优化空间布局的重要战略举措。

天津经开区双城绿廊项目的实施落实

天津市“双城夹绿”的整体部署，建成后将显

著改善西区生态功能、构建优美生态环境，

通过净化空气、降噪减振、水土保持达到美

化环境的效果，以提升经开区西区的整体形

象，增强城市竞争力，优化经开区西区整体

投资环境，以生态环境提升促进绿色创新

发展，助力打造“绿色京津冀”。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西区原来规划的绿化面积不低，这次落实绿

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规划要求，我们实际

上对西区规划绿化面积进行了兑现。绿化

面积比例大幅提升，有利于西区整体自然环

境和宜居程度提升，从而实现生态惠民、生

态利民、生态为民。”马剑峰表示，西区作为

产业区，经过 17 年的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产业项目入驻，而在区域内就业的人们也

需要生活配套，这就需要推动产城融合，环

境提升对产城融合以及吸引更多高端产业

项目都有帮助。

经开区双城绿色生态屏障
年底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