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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菜“典型”到学习典型

说起种菜这事儿，万联别墅小区的云

阿姨（化名）和社工们都是会心一笑。这

个建于1994年的小区，居民大多是老人，闲

暇时间就把种菜当成了乐趣，小区公共绿地

和空间被任意圈占，蔬菜种类五花八门。

三年前，云阿姨在小区里圈地种菜，社

工屡劝不止。赶上创文第一年，面对社工

的苦口婆心，云阿姨对种菜仍是决心不改。

在一次沟通中，社工王艳征了解到，

云阿姨觉得物业种的一种植物容易招蚊

虫。王艳征灵机一动，上网查找了相关资

料，再次找到云阿姨。“驱蚊草、薄荷叶、艾

草……这些植物都有驱赶蚊虫的效果，既

然您喜欢种花种草，不妨试试，还可以减

少小区里的蚊虫。”

听到社工的建议，云阿姨欣然接受，

买来种子，种了一小块“试验田”，大获成

功。慢慢地，云阿姨“菜地”里的菜没有

了，变成了可以观赏且兼具实用效果的

驱蚊草。

随着种植成功，云阿姨也成了小区绿

地宣传员，很多居民跟她讨要幼苗进行移

植。很快，小区里的菜地就被美丽的植物

覆盖了。

从对立到朋友，云阿姨的转变和带动

作用让社工们心里有了底。其他小区也

把云阿姨的故事当成学习典型去推广，成

效极佳。

小菜园变身小花园

如果说云阿姨种的只是小菜地，那么

成爷爷（化名）种的就是小菜园了。五花

八门的鱼缸、木盆、铁盒子摆放在小区里，

里面种菜；圈出四五十平方米支上塑料

棚，小菜园一年四季都能种植。社工每次

上门劝阻，一谈创文，成爷爷老两口总要

犯“心脏病”。

对此，社工们采取了“步步为营”战

略，先建议成爷爷把大浴缸、大木盆、水缸

这样的种植容器换成花盆，并帮助他建成

了一组小区里的微景观，让他的种植“高

端”精致起来。尝到“甜头”的成爷爷欣然

接受了下一步种植驱蚊草、香椿树这样的

建议。

“小区环境是大家的，不能因为自己

的私利而破坏。”在社区的宣传下，云阿姨

和成爷爷的故事还发挥了以点带面的示

范效应，让更多的居民意识到，喜欢种植

不是错，但不能破坏绿地、各自为阵，而是

要站在全体居民的角度，把小区当作大花

园，精心呵护，用自己的爱好扮靓家园。

于是大家纷纷认领绿地，一个个小菜地摇

身一变，成了扮靓环境的小花园。

“柔性治理”让社区有温度

紫云社区的社工们就是这样在了解居

民需求的同时积极引导，提出合理化建议，

协调社会资源，带动居民自治，共建共享美

好生活。这种有温度的“柔性治理”，不仅

在解决“圈地种菜”的问题上发挥了奇效，

还成了社区治理的“万能公式”。

曾经，万联别墅里有一处卫生死角，

由于地处偏僻，每次清理后，过一段时间

就又会出现堆物。和空地紧邻的是一家教

育托管班，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社工建议

他们在这里安装上运动器械，这样孩子们

写完作业就有了活动空间。也正是为他们

考虑，让托管班欣然接受建议，一同清理垃

圾。在社区和物业的帮助下，这些陈旧沙

发、老球桌等杂物被清理一空。托管班在

这里装上了篮球框、羽毛球网等设施，每天

还主动负责打扫空地卫生。与此同时，王

艳征还联系了一家篮球俱乐部，每周为孩

子们上一节运动课，这一举措更是受到了

家长们的欢迎，也让托管班受益，居民幸福

感倍增。

“从前种菜，现在种花。文明意识增

强了，生活也变得更美了。”成爷爷说。

社区杂物乱堆放、楼道堆物堵塞消防

通道，不仅影响社区环境卫生，也容易给

居民带来安全隐患。本报曾对北塘街馨

宇家园小区内小超市“啤酒碉堡”进行报

道。最近，“啤酒碉堡”已被彻底清除，居

民感慨：路面豁亮了，心里敞亮了！

馨宇家园小区是北塘街的老旧小区，

小区内堆物问题由来已久。记者了解到，

该社区33栋一楼一户居民在小区经营一

家超市。小超市内销售啤酒，而用来存放

啤酒的啤酒塑料箱曾长时间占据小区楼

外公共用地，啤酒箱堆放最多时，曾一度

将小区外延围起来，形成小型“啤酒碉

堡”，而该楼栋门外原本两米多宽的人行

道几乎全被占据，居民只能绕行。不仅如

此，存放的啤酒瓶因有残余啤酒，露天“发

酵”致气味扑鼻，直接影响楼上居民生

活。文化宫社区工作人员曾多次找到小

超市经营外溢店主做工作，但该店主只同

意清走堆放的垃圾废物，对于啤酒箱等经

营用品始终不愿清理。

6月15日，北塘街综合执法大队对该

超市和小区内另一家小超市下发了限期

整改通知单，限期3天整改，并告知复查

日期。然而6月17日当天，该超市堆物问

题依然严重。执法人员找到超市店主，向

其讲解相关法律法规，用真实案例说明堆

物的危害性。店主最终表示会积极配合，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此次清理中，工作人

员拆除了小区楼栋之间搭设的棚子，清理

了“啤酒碉堡”、矿泉水桶等堆物，拆除了

违章的店牌，同时还将长期停放在小区内

的2辆“僵尸车”一并清除。在对超市进

行清理的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还对 48

号综合楼后的6车堆物进行了彻底清理。

另外，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过程中

还发现了一名在小区内贴小广告的人员，

网格员及时联系综合执法工作人员，执法

人员当即进行调查取证，没收了贴小广告

人员的300余张小广告，责令当场清除4

栋楼所有已张贴小广告，并对其进行了批

评教育。 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记者日前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了

解到，为进一步巩固南港工业区海域综合

治理成果，持续推进综合治理工作，南港

综合办牵头成立海域排查整治工作领导

小组，联合大港海事局、南港边防派出所、

秀水派出所等相关单位重拳出击，靶向治

理，集中开展海域安全综合整治和“三无”

船舶专项治理工作。

清理港池航道违规渔船

大港马棚口渔港和唐家河渔港位于

南港工业区南北两侧，工业港与渔港两港

交织，周边渔业资源丰富。加之园区主航

道最深处超过20米，东西两港池基本建

成，实现双向通航，避风条件优良。“三无”

渔船以避风为由长年在此非法聚集停靠，

出入航道进行非法渔业捕捞，存在人员溺

亡、船舶遇险、与LNG等危险化学品运输

船舶碰撞等各类安全风险。为解决此类

问题，南港综合办积极与渔政、边防、海

事、海警、南港开发公司等部门研究对策，

清理园区港池航道内的违规渔船。

结合“春雷 2020”行动，南港综合办

协调各部门持续开展海上综合治理。各

海上执法部门每日对南港周边海域及防

波堤进行巡查，发现海域综治问题及时处

理并上报情况，积极协调大港渔政开展

“柔性”执法。完善物防措施，制定南港工

业区东港池及东南角半封闭水域临时封

闭方案，对东港池和东南角未合拢区域设

置钢丝绳及隔离浮标，对“三无”船舶进行

有效拦截。

通航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据悉，2020年以来，南港工业区配合

区委政法委，联合各执法部门出动执法及

相关工作人员500余人次、车辆300余车

次、工作船艇15艘次，巡航里程3000余公

里。累计查扣“三无”船舶10艘，查获涉嫌

从事非法潜水捕捞的“水鬼船”1艘，收缴违

规渔具80余具，驱离赶海拾贝及钓鱼人员

200余人次，清理海

漂垃圾2处。

经治理，南港

主航道与东西港池流动渔船明显减少，南

港通航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三无”船舶明

显减少，赶海拾贝、非法采挖、非法倾倒垃

圾、海钓等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下一步，南港将继续加强综合治理，从

源头进行控制，形成海域治理强大合力，进

一步维护水域交通安全、治安秩序及渔业秩

序，深化“三无”船舶及非法从事海上运输内

河船舶专项整治工作，坚决打赢碧水保卫战

和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记者 张文弟

南港工业区巩固海域综合治理成果

重拳出击 靶向治理海上乱象

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时报讯（记者 路熙娜）近日，区人民检察

院召开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推动会。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韩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振兴

出席。部分区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区市场

监管局和部分街镇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会上，区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同志就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进行了介绍，并围绕检察监

督事项向有关部门和单位送达了检察建议书。

韩英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推

进公益诉讼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切实

增强法律监督的自觉性，不断推进公正司法和

法治滨海建设。要强化责任担当，把公益诉讼

工作作为服务大局、司法为民、促进法治建设

的重要抓手，拓展案件范围，着力办理一批优

质公益诉讼案件。要加强沟通配合，搭建联系

协作平台，促进形成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与行政

机关依法行政良性互动的工作格局。

区人民检察院召开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推动会

不断推进法治滨海建设

时报讯（记者 钟晗）昨天上午，滨海新区

2020年文明劝导志愿服务培训会以线上形式

召开，300 名文明劝导志愿者完成了在线培

训。这也标志着滨海新区2020年文明劝导志

愿服务活动今天正式启动，全区50多个重点

点位将同时开展文明劝导志愿服务。

据悉，滨海新区文明劝导志愿服务活动由

区文明办和区志愿服务协会联合推动举行，志

愿者将在新区重点区域、点位开展文明劝导活

动，引领文明新风尚。区创文办未成年人与志

愿服务组组长王冬表示，为确保活动效果，提

高志愿者劝导能力水平，结合当前防疫工作情

况，文明劝导志愿者以各街镇、功能区为单位，

通过线上培训的形式召开会议。

同时，记者也了解到，参加活动的所有志愿

者都进行了疫情排查，近一个月内有国外旅居

史或去过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及接触过以

上地区人员的志愿者暂不参加此次培训会。

新区召开文明劝导志愿服务培训会

300名文明劝导志愿者正式上岗

时报讯（记者 赵贤钰）近日，新区开展

2020 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活动，结合疫情防

控实际情况，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

方式，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到宣传生态环境保护

知识及绿色生活实践活动中来。

在古林街工农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区

生态环境局通过现场咨询、展板展示、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答题等形式，向广大市民介绍了

“什么是全国低碳日”“为什么要倡导低碳生

活”等相关知识，提高广大市民对保护生态环

境、践行绿色低碳生活重要意义的认识，呼吁

公众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自

觉践行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保护生态、热爱自然，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共同为建

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新区开展2020全国低碳日主题宣传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消费方式

时报讯（记者 张广艳）近日，弘阳融资租

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扬融资租

赁”）在东疆注册成立。该公司由弘阳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设立，注册资本金5000万美元。

此次弘阳融资租赁的设立，是弘阳集团

有限公司在资本板块的重要战略布局，与原

有保理业务形成“姊妹篇”，共同发挥金融为

实体产业“造血”功能，将有效解决集团产业

链融资问题。

截至目前，万科、保利、碧桂园、弘阳、世

茂、金科、金茂等众多知名地产企业资本板块

落地东疆，将重点依托东疆金融环境和政策

支持优势，金融赋能促进产业链资源整合，助

推“地产+资本”新发展理念在业内形成示范

效应。

弘阳融资租赁落户东疆
发挥金融为实体产业“造血”功能

泰达街科学引导带动居民积极参与创文

巧解“种菜”顽疾“泰达样本”有温度
■ 时报记者 张智 张宇靖 报道

“圈地种菜”一直是困扰社区，尤
其是老旧社区的“顽疾”。在滨海新区
泰达街紫云社区，社工们巧用“攻心计”，
通过合理化建议、科学引导，逐步带动居
民共管共治，共同缔造美好家园，不仅让
“顽疾”迎刃而解，也为社区治理提供了
一个可供参考的“泰达样本”。

▲

小区菜园变花园 泰达街供图

北塘馨宇家园“啤酒碉堡”彻底清除

整改前后对比

（上接第一版）“要完善检测项目价格政

策。”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知明确了

检测项目不“按病立项”。这意味着，原则上不

区分病原体或操作步骤新设核酸、抗体检测价

格项目。公立医疗机构针对新冠病毒开展核

酸、抗体检测，可直接执行已有收费政策，无需

申请新增价格项目。但甲类传染病或依法按

甲类管理传染病的相关检查，如风险难度大、

防护要求高，可在通行价格项目基础上制定统

一的加收政策。

通知明确，确需单设临时项目的，需体现

“技耗分离”。核酸、抗体检测的样本采集、处

理、标记、回收、出具诊断结果，以及鼻咽拭子

等消耗品应合并作为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定价；

体外诊断试剂盒在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外，按

“零差率”收费。

（上接第一版）滨海新区商务和投资

促进局副局长张广旺表示，滨海新区将重

点从五个方面积极推动开展跨境电商企

业对企业（B2B）出口监管试点工作。积

极与天津港保税区和东疆保税港区共同

筛选、组织符合要求的企业参与首批试点

工作，并积极对接市商务局、天津海关等

部门，反复模拟梳理申报通关各个环节，

做好海外仓的衔接，尽快调通“9710”和

“9810”出口模式；利用滨海新区外贸生产

企业多、品类全、质量优等特点，组织跨境

电商平台与传统外贸制造企业对接，充分

利用好各种进出口模式；做好相关培训工

作，推动跨境电商业务阳光化；主动引入国

内外知名电商平台，定期组织撮合对接，引

导制造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强跨境

电商载体平台建设，大力支持各开发区推

动跨境电商创新试验区建设，推动闲置仓

库资源转型为跨境电商公共仓，依托相关

机构探索建立针对中小企业的跨境电商服

务平台。张广旺透露，目前从新区范围内

选取的试点企业有五六家。

天津海关副关长刘学透介绍说，在试

点改革工作中，海关增列两个监管方式代

码（“9710”和“9810”），对跨境电商B2B出

口模式作了清晰界定和具体划分，并将跨

境电商B2B贸易从一般贸易中剥离出来，

有利于政府准确统计外贸进出口额，掌握

外贸出口结构和发展形势。同时，海关可

以建立全面覆盖的监管体系和全口径的

统计制度，企业则可以享受更多跨境电商

通关、财税优惠政策和资金奖励政策。

（上接第一版）

发挥优势 科技力量显身手
面对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需要，

滨海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及单位充分发挥

科技优势，帮助实现快速诊断和远程医

疗、远程办公学习，助力疫情防控和企业

复工复产。

影像学诊断是新冠肺炎的重要诊疗

决策依据。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与本

市及国内多家医院，以及中国抗癌协会肿

瘤人工智能专委会、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智

慧医疗专委会等多方合作，依托“天河人

工智能创新一体化平台”，构建了“新冠肺

炎CT影像综合分析AI辅助系统”。目前

该系统平台已经在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等多家本地医疗机构，以及北京、山东、陕

西、江西、安徽、福建等地近二十家医院试

用，辅助一线医生诊断疑似病例，有效提

高新冠肺炎筛查能力。

天津开发区医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

领军企业——零氪科技也成功研发了“新

型冠状病毒性肺炎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

统”。该系统可协助一线医生进行新冠肺

炎影像学诊断，提高新冠肺炎患者筛查、

确诊和治疗效率，目前已经在天津、河南、

云南、福建等多地的医疗机构投入使用。

国内信息产业领军企业中科曙光对外

发布了曙光云舆情分析平台，该平台可为用

户提供全面覆盖、实时监测的舆情分析服

务，并呈现可视化统计分析结果和舆情报

告，助力用户实现对舆情的科学分析研判。

高新区经发局携手区域内企业天津博

和利统计大数据有限公司，利用第四次经济

普查企业大数据和经济GIS成果，快速筛选

出在地防控目标企业，并通过平台分配至21

个工作组，各职能部门包干监控，确保企业疫

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保证企

业健康发展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联想集团

旗下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企业天津联想云

科技有限公司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天津地区

企事业单位免费提供企业网盘及在线协同

办公产品，让企业实现“云办公”。保税区

企业安想智慧医疗免费推出“云会诊平

台”。联想集团旗下联想智慧教育为天津

地区学校免费提供远程教育平台服务。

承担社会责任 爱心物资驰援湖北
滨海新区还有大批企业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积极参与抗击疫情。

天津开发区医用设备企业天津佐藤

环保机械有限公司从大年初二开始，陆续

向湖北当地疾控中心和全国各地新建口

罩厂家支援医用灭菌消毒设备。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收到湖北省钟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发出的求援函后，立即组织下属天

津正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20000 公

斤84消毒液运往湖北省钟祥市。

席勒（中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也向

武 汉 协 和 医 院 捐 赠 了 一 批 心 电 图 机

CARDIOVIT FT-1，满足医护人员频繁

出诊使用需要。这次捐赠一波三折。据

席勒医疗设备负责人田心质介绍，疫情发

生后，公司全面停工，想要捐赠的医疗物

资无法及时生产。保税区管委会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指导帮助企业尽

快复工复产。EMS在得知这是向武汉捐赠

的抗疫物资后，不仅不收取物流费用，还积

极进行物流协调。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这批心电图机仅用4天时间便完成从生产

到邮寄的全过程。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持续推进，进一步

增强了新区企业的信心。他们坚定四个

自信，积极增资扩产，正在掀起新一轮投

资和发展热潮。

坚定四个自信 滨海新区企业积极战疫

各地应将核酸检测等项目纳入医保

本市首批试点企业“花落”滨海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