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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版画大师典藏原作展巡
回展”开展

线上线下共赏大师版画原作
时报讯（记者 刘芸）在2020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来临之际，6月13日，由天津滨海文

化中心·滨海新区美术馆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汉

沽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联合主办的“国际版

画大师典藏原作展巡回展”第二站在滨海新区

汉沽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开幕。

此次展览的160件国际大师版画原作，均

是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从馆藏的2万件作品

中精心甄选出来的。其中有1702年的雕版藏

书票，艺术大师伦勃朗的作品，新艺术运动中

的主要画家穆哈、拜劳斯的作品，表现派大师

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的作品，魔幻现实主义的

阿尔滨·布鲁诺夫斯基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画

家保罗·温德里希、达利、贝勒沃兹的作品以及

当代国际版画界比较活跃的版画大家弗拉迪

米尔·加佐维奇、弗拉迪米尔·苏察尼克、吉瑞·安

德烈等艺术家的经典代表作。参加展览的画家

共有81位，涉及国家近30个。此次展览将在天

津市滨海新区汉沽国际版画藏书票收藏馆微信

公众平台同时开启博物馆线上观赏模式。

汉沽街贾园里社区

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
时报讯（记者 刘芸）走出家门步行不超过

15分钟，就可以方便地吃饭、购物、美容，还能

找到修车点、平价理发店。随着汉沽街贾园里

15分钟便民生活圈投用，在家门口“一站式”解

决日常琐事的便利已逐渐成为市民生活常态。

贾园里社区辖区面积约 0.48 平方公里，

辖区总户数4418户，总人口9504人。餐饮购

物、医疗服务、文化教育、休闲娱乐、银行网

点、晨练点、快递代收点等基础设施服务点均

在社区内，一应俱全。步行不超过 15 分钟，

居民就可以方便地吃饭、购物、美容等。近年

来，贾园里社区坚持以民生为根本，不断以居

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滨海新区便民服务热线

“66898890”大力推进共享商圈打造，让社区

居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大大增强。

汉沽街田华里社区

“大手牵小手”宣传防治鼠虫害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田华里

社区通过“组织在线”发布任务，开展世界害虫

日科普宣传活动，深入开展病媒防控科普宣传

活动，清除疾病传播隐患，传播科学理念。

活动中，社区通过播放防治鼠虫害视频

向居民介绍世界害虫日的来历、鼠虫害对生

产生活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正确防治鼠虫

害。为了扩大宣传效果，社区工作人员还组

织志愿者和青少年大手牵小手，一起深入到

居民家中、“六小”场所、市场发放防治鼠虫害

宣传单，面对面讲解如何防治鼠虫害。此次

活动提高了居民对除害灭病、预防疾病知识

的知晓率，唤醒更多人携手打造“健康幸福和

谐社区”的意识。

寨上街朝阳花园社区

下沉干部坚守岗位守初心
时报讯（记者 刘芸）“虽然天气热了，但是

咱们不能放松警惕，口罩一定要佩戴。”6月13

日晚上，在寨上街朝阳花园社区四期的门岗

处，下沉干部李凤春正在劝导一位没有佩戴口

罩的居民。

作为新区城管委下沉干部中的一员，56

岁的李凤春在卡口防控中展现出一名共产党

员的品质，保持初心，坚守使命。在朝阳花园

社区四期卡口防控人员中，他年纪最长，是卡

口防控人员口中的老大哥、主心骨。他提醒居

民佩戴口罩，一次次、一遍遍，不厌其烦，坚持

把工作做实做细。从寒冬到酷夏、从棉袄到单

衣，5个多月里，李凤春在卡口经历着季节变

换。近几日，社区书记冯国娟发现李凤春多次

往返医院，再三追问下才知道他患有带状疱

疹，医生解释说是因为劳累过度，免疫力下降

导致的。带状疱疹异常疼痛，李凤春硬生生扛

了下来，没有耽误一天卡口值守。同时，他回

绝了社区领导让他休养的要求，他说：“下沉一

天，就要坚守好一天，我肩上扛着使命，我要坚

守住我的使命。”

茶淀街三明里社区

党课开讲民法典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茶淀街三明里

社区党委组织党员开展“民法典标注法治中国

新界碑”党课，由滨海新区基层理论宣讲团讲

师张励军主讲。

张励军图文并茂地从民法典草案说明、五

次编纂过程、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七大看点解

析、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及如何推动实施

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讲解，同时理论结合实际，

与与会党员讨论学习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产

权、人格权等相关权益的保护，使党员们对民

法典有了深刻认识和理解。课后，党员们纷纷

表示，要从自身做起，加强学习宣传，使其走到

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从而更好地推动民

法典实施。

强化宣传引导
营造创建美丽乡村氛围

“这个暑假我不去你那里了。今年

你没回来，村里变化可大了，厕所变成

冲水的了，门前的小水沟也清理了。村

里还修了健身广场，我和你爸天天吃完

晚饭就去跳广场舞。”6 月 13 日，汉沽街

大田村村民李金花接到远在上海的女

儿打来的电话，女儿说暑期要接他们到

上海，李春花说村里越变越好，今年暑

期就不过去了。在创文工作中，汉沽街

结合美丽乡村创建，全面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使农村面貌发生极大改

观。一方面狠抓环境整治，净化人居环

境；另一方面完善保洁体系，形成常态

管理。同时强化宣传引导，营造环境卫

生人人参与、美丽乡村大家创建的浓厚

氛围。

汉沽街组织召开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部署会，街、村两级干部共同发力，进村

入户，精心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让群众

支持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全街 10 个村

共张贴宣传横幅和标语60余条，发放倡

议书 3600 份，努力营造“整治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美丽幸福家园”的浓厚氛围。

按照《汉沽街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

动三年实施方案》，成立街道农村人居环

境集中整治行动工作组，各村建立相应

的组织领导机构，各村支部书记亲自挂

帅、亲自上阵，做到机构、人员、措施、责

任、经费“五到位”，确保整治工作扎实有

效推进，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

长效工作机制。

围绕四个层面
集中整治人居环境

环境卫生整治是推进创文工作的重

头戏。汉沽街在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方

面，围绕农村存在的脏、乱、差问题开展

针对性整治，消除重点区域卫生死角，解

决垃圾围村问题。这次人居环境整治主

要围绕“村庄、镇域、田园、农户庭院”四

个层面，聚焦村边、路边、河边和田边环

境“脏乱差臭”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攻

坚，基本实现农村全域无裸露垃圾、无污

水乱泼、无乱堆乱放、无乱搭乱建、无乱

贴乱画、无畜禽散养乱跑等现象，通过全

域清洁化行动，共整治疏通村庄河道、坑

塘、沟渠 920 公里，清理垃圾杂物、漂浮

物等 1380 吨，清理高速公路等道路两侧

垃圾 3000 吨。在清洁村庄环境方面，共

整治违章建筑 610 处，整治村庄建筑立

面0.6万平方米，清理村内垃圾、柴草、杂

物等 3700 余吨。在清洁田园方面，清理

田间地头、沟渠内各类积存垃圾 2000

吨。在清洁庭院方面，清理各类垃圾杂

物200吨，清理垃圾堆物11000余吨。

查漏补缺提升
实施农村全域清洁化工程
创文的根本是提高群众的道德素

质，在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中，汉

沽街注重“软件”建设，突出思想道德内

涵，大力开展创文宣传，设置了一批公益

宣传广告牌和宣传栏，利用媒体、网络、

手机信息、公益广告等形式开展宣传，提

升群众的知晓率、支持率，让群众自觉参

与创文工作。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建设一批彰显鲜明价

值引领、凸显地方风貌和文化特色的广

场，让广大群众在休闲、娱乐、健身的同

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今年，汉沽街将进一步巩固清洁村

庄行动建设成果，继续完善农村基础服

务设施，查漏补缺提升，实现村庄基础设

施“六化”，推进示范村建设工作。推进

农村饮水提质增效，改善街道农村饮水

问题。有序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大力

开展农村“厕所革命”宣传工作，引导村

民主动参与厕改，全面消除农村地区旱

厕，有效解决农村厕所“脏乱差臭”等突

出问题。

下一步，汉沽街将继续深化实施农

村全域清洁化工程，按照实施农村全域

清洁化工程的总体要求，在秋冬季战役

清洁行动中持续广泛深入开展村庄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

“以前我们辖区内有好多边边角角

的地方得不到绿化，或者比较偏僻的角

落绿化得不到很好的养护，影响环境的

美观。现在这些无人看管的绿地都有

人管理了，真好……”6 月 13 日，家住富

达花园小区的居民张重琨高兴地说道。

在创文工作开展过程中，汉沽街道

中阳里社区党委通过“组织在线”智慧

平台，针对社区创文工作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积极发布相关任务，逐项攻坚，助

推社区创文各项工作扎实开展。中阳里

社区内富达花园小区与星海新苑小区绿

化水平较低，社区绿地缺乏长期管理，

部分绿地变成了居民的“菜园子”，环境

杂乱。中阳里社区大力倡导绿色文明，

提高居民的爱绿护绿意识，在社区党委

引领下，于“组织在线”发布绿地认领任

务，发动社区党员志愿者参与到创文工

作中来。

社区党委对社区内的绿地进行合理

划分，并制作“党员认领绿地”标识牌，注

明支部名称、负责人姓名等基本信息。由

社区党支部党员根据实际情况自愿认领

并作出对自己认领的绿地进行保护维护

不受破坏的承诺。认领绿地的党员们在

绿地内栽种绿植花卉，并在责任区内除

草、剪枝、及时清理“白色污染”，巡回检查

防止人为践踏破坏，以实际行动为创建全

国文明城区贡献一份力量。通过发动党

员带头，可以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其中，使

社区环境得到明显改善。

文/图 记者 刘芸

夏季到来，高温、雷电、暴雨、冰雹等极

端天气增多，不安全因素随之增加。为有

效防范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茶淀街采

取“三强化”工作方式，全力做好夏季安全

生产工作，确保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强化建章立制 狠抓责任落实

建立茶淀街安全生产工作委员会组

织机构，制定《工作职责》，健全完善街、村

居及各行业领域安全工作应急预案，加强

应急队伍建设，强化应急能力，及时妥善

处理突发事件。加强应急管理，督促生产

经营单位做好风险评估、隐患排查、物资

储备及灾害性天气可能造成安全生产事

故防范应对工作。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

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和值班人员24小时

值班制度，要求所有值班人员坚守岗位，

尽职尽责，确保信息渠道畅通，对辖区内

出现的各种突发事故和异常情况能做到

迅速反应，及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确保

社会稳定。

强化宣传培训 增强安全意识

面对夏季安全生产事故多发的严峻

形势，街道通过会议部署、应急演练、公众

号集中推送安全生产事故案例和安全生

产小知识等形式，绷紧人民群众安全生产

意识弦。开设企业安全管理人员专题业

务培训班，聘请第三方专家对街道企业安

全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向辖区企业、

各村居宣传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

全等知识，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意识。针

对涉爆粉尘、消防等重点领域内容组织开

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工作能力和企业安

全管理水平。

强化安全执法 防范安全风险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

效”的要求，街道成立专门工作组，对辖区

危化品行业、建筑行业、人员密集场所、“九

小”场所等安全生产重点单位逐一进行走

访排查，摸清辖区内最新底数，建立问题台

账，排查专项集中整治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确保各领域安全状况良好。通过排查使各

生产经营单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丝不

苟履行主体责任，一步不松严密监管措

施，紧抓不放，守牢底线，切实做到防患于

未然。对检查中发现的不安全因素和事

故隐患要求立即整改到位。对照企业特

点，制定详实的整改计划和防护措施，并

建立整改台账，落实专人负责。记者 刘芸

凝聚合力 统筹引导

按照新区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要求和

《茶淀街深入实施 2020 年农村全域清洁

化工程》工作部署，茶淀街切实把村庄清

洁行动抓紧、抓实、抓细、抓出成效，推动

打造“整洁、有序、美化”的村庄人居环境，

为打赢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收官之战奠定

坚实基础。村庄清洁行动开始前，村“两

委”经常组织召开户代表会议、村民代表

会议，宣讲创文的意义和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政策，研究本村工作推进步骤，既让农

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政策宣传真正深入

到村组末梢，又借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

逐步获得村民们的认可和支持。除了积

极发挥村民主体作用，引导村民唱主角

外，街道还组织动员全街各方力量，重点

清理村庄内房前屋后积存垃圾、柴草，整

治村庄内乱堆乱放、废旧物品等杂物，保

持村庄卫生整洁、物料堆放整齐有序、村

民清洁卫生文明意识普遍提高。

建立台账 深挖背街里巷

午后，李自沽村村民李东升正在家门

口和老邻居开心地聊天，生活富裕了，生

活环境好了，这种幸福的场景已经成为所

有村民的日常。近几年来，借着创文这股

东风，依托建设美丽乡村的契机，该村主

动发力，做规划、拆违建、搞建设，人居环

境迎来了华丽的蝶变。“村里的马路硬化

了、雨污分流了、村道路灯亮起来了、文娱

生活丰富了……”和以前相比，李东升感

觉，经过创文，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年过七旬的蔡大妈对创文带来

的变化更是深有感触，“从前，每次一到下

雨天，家门口的路都让人苦不堪言。如今

下雨天也不用害怕鞋子上满是泥水了，而

且居住环境也很舒服。”

茶淀街建立台账，不做表面功夫，深

挖背街里巷，清理卫生死角。各村对村内

所有背街里巷进行排查，建立完善村庄清

洁行动问题台账。村“两委”切实发挥作

用，深入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引导群

众主动清洁房前屋后杂乱堆物和环境卫

生。每周五，各村向其包村领导上报问题

点位台账，提高清整工作效率。保证每村

清整人员不少于25人，其中机关工作人员

不少于10人，村工作人员不少于10人，物

业保洁人员不少于5人。

建立长效机制 形成工作常态

茶淀街巩固工作成果，查漏补缺、由

表及里，建立健全人居环境管护长效机

制，督促第三方保洁队伍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建立村域环境全天候监督巡查制度，

使日常管护工作制度化、常态化、规范

化。村“两委”重点对清理过的问题点位

加强巡视，确保问题不反弹、新增问题不

出现。“经过创文，村里多年堆积的垃圾清

理了，厕所也升级改建了，村容村貌整得

很好，我们村民都很支持。”西孟村村民刘

树强说。连日来，茶淀街结合创文工作

走访调研，办好事、解难事，积极推进一批

惠民工程建设，清理脏乱差，升级改造公

厕，解决路网建设问题，基础配套日臻完

善，村民出行更加方便，文化活动逐渐增

多，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创文带来的幸

福感。 记者 刘芸

集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

汉沽街建设美丽幸福新家园
■ 时报记者 刘芸 报道

■ 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了，群众出行方便了；卫生死角清除了，人居环
境更加靓丽了；环境污染减少了，河清岸绿景色更加迷人了；群众文明素质提高
了，人际关系更加和谐了……

■ 日前，汉沽街以打造“整洁、有序、美化”的农村环境为目标，通过开展全
域清洁化、大干60天、春夏战役清洁村庄等行动对街域农村环境突出问题进行
集中治理，使各村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

“三强化”严监管 保夏季生产安全

结合创文 巩固成果 查漏补缺 由表及里

茶淀街凝心聚力开展村庄清洁行动
村庄整洁、绿道环绕，虽是炎炎夏日，茶淀街的12个乡村却依然凉风习

习，沉醉在一片蝉鸣鸟语声中。进入6月后的每一个星期六，茶淀街的干部
职工都会拿着劳动工具，走进乡村清整卫生死角，让农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党员认领绿地 扮靓小区助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