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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僵尸车”、清除消防通道杂物、

清理绿地圈占……连日来，新北街道综合

执法大队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辖

区主次干道两侧及社区内乱堆乱放、乱涂

乱画、随意张贴等问题，大力推进辖区市

容环境提升工作，助力疫情防控与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双胜利。

加大执法力度 攻坚克难

新北街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为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5 月

15 日，新北街综合执法大队召开传达贯

彻滨海新区创文工作部署会，部署了下

一步创文攻坚工作，并对大队队员进行

分片分组分工，实行定区域、定人员、定

责任的管理方式，在做好白天市容管理

的同时合理安排夜班巡查人员，集中力

量，全面落实创文攻坚各项任务，为打好

创文攻坚战助力。

一方面，坚持打好控违拆违“组合

拳”。为依法打击违法建设行为，进一步

巩固拆违控违成果，对违建行为保持高

压态势，新北街综合执法大队围绕群众

反映强烈、社会关注度高的违建开展“拆

违”行动。加强对《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相关规定的宣传，积极推动拆违工

作。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今年新北街

综合执法大队共拆除存量违法建设9处

1580平方米，解除限制交易23户。另一

方面，坚持做好日常市容环境秩序管

控。加大市容秩序维护力度，加大执法

力度，严格履行工作职责，加大巡查力

度，增加巡查频次，采取重点值守和拉网

式巡查方式进行管理。同时依据《天津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全力以赴抓落实，

对乱扔垃圾、乱堆乱放等不文明行为采

取劝导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做到治理

与巡查“双向发力”。

截至目前，今年新北街综合执法大

队对《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中规定

的乱扔垃圾、在公共区域吸烟不听劝阻、

随意张贴广告等违法行为作出简易程序

处罚决定5起，罚款250元；对在道路、楼

道等公共部位堆放物品的作出一般程序

处罚决定 1 起，罚款 200 元，共计处罚 6

起，罚款450元。

“为营造整洁的市容环境，大队采

取‘一罚二清’的工作方式进行小广告

治理。一罚是指一经发现，立案查处，

严厉处罚，目前已进行简易处罚一起，

罚款50元；二清是指在现有小广告整治

组的基础上，其他执法队员也会加大日

常巡查力度，持续对辖区主次干道、临

街商户、公交站牌、居民小区周边的小

广告、违规广告牌匾进行清理。”新北街

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说，在做好创

文工作的同时，大队还坚持抓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一方面通过进店走访加大

宣传力度，强化疫情防控意识；另一方

面对开业的“六小”店铺白天、夜间持续

开展体温检测、防疫消毒、人流管控等

监督检查。

加强巡查治理 巩固成果

记者了解到，自创文攻坚战打响以

来，新北街综合执法大队共组织清理辖

区主次干道、背街里巷及社区内乱堆乱

放 165 处，清理流动摊贩 350 余次，规范

车辆停放 550 余起，清理各社区绿地圈

占25次，清理迎宾园社区废旧电瓶车50

余辆，清理“僵尸车”9辆，辖区市容环境

秩序不断提升，流动摊贩、乱堆乱放等不

文明行为也逐渐减少。

新北街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下一阶段，执法大队将继续以落实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为契机和

抓手, 不负春光勤耕耘，全力以赴、全员

一线、全力攻坚，积极投身到创文攻坚战

中去，在巩固前期治理成果的基础上继

续加大对不文明行为的巡查治理力度，

在常态化管理的基础上加强对重点地区

重点道路重点时段的巡查，抓早抓小抓

细，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扎实有效推动

创文攻坚各项工作，全面助力夺取疫情

防控和创文攻坚双胜利。 记者 韩春霞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为解决新北

街道辖区车辆乱停乱放，攻破创文攻坚

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近日，新北街

道与交管部门召开了社区停车秩序协

调会。

会上就辖区车辆出入、停放和外来

车辆管理，以及菜市场周边占道经营等

问题进行梳理和汇总，研究问题解决方

法，建立部门之间联防联控的长效机

制。通过此次协调会，及时搭建了街道

和交通队之间的沟通桥梁，在落实创文

工作任务的同时，确保各项工作不留死

角。下一步，新北街道将对辖区停车秩

序整改情况进行全面督查，同时进一步

整合各方力量、搭建工作平台、健全工作

机制，全力以赴推进创文攻坚工作。

新北街凝聚合力全面落实创文攻坚
◎ 今年共拆除存量违法建设9处1580平方米，解除限制交易23户

◎ 对乱扔垃圾、在公共区域吸烟不听劝阻、随意张贴广告等违法行为作出
简易程序处罚决定5起，罚款250元；对在道路、楼道等公共部位堆放物品

的作出一般程序处罚决定1起，罚款200元，共计处罚6起，罚款450元

◎ 共组织清理辖区主次干道、背街里巷及社区内乱堆乱放165处，清理流
动摊贩350余次，规范车辆停放550余起，清理各社区绿地圈占25次，清理
迎宾园社区废旧电瓶车50余辆，清理“僵尸车”9辆

车辆乱停乱放
联防联控解决

日前，新北街道第一届公益创

享计划“粽叶飘香 共度端午 互赠

祝福”活动在融盛社区举办，包粽

子活动以比赛的形式开展，热心居

民踊跃报名参加。参赛选手分成3

组，每组 10-15 人，以 15 分钟为比

赛时限，最后凭数量和质量取胜。

“开始！”一声令下，包粽子大赛开

始。“快看！那个阿姨手真快，我都

没看清楚是怎么包的，一个绿油油

的小粽子就包好了，手真灵巧！”围

观的居民你一句我一言地夸赞

着。活动结束后，大家拿着自己的

“作品”，开开心心，其乐融融，互赠

节日祝福。

文/记者 韩春霞 图/记者 贾磊

赛手艺 赠祝福

我们的节日端午午

清理菜地 还绿于民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日前，新北街综

合执法大队联合融盛居委会、津湖湾物业，

对津湖湾小区居民楼前后的绿化用地、空地

等处私自种菜、乱堆杂物等行为进行了联合

清理。

清理前，执法队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与私自

种菜居民积极沟通，耐心宣传。本着执法为民

的原则，执法队员先让居民在规定的时限内自

行清理。对在时限内未自行清理的菜地，由综

合执法大队进行强制清除。

为进一步巩固整治成效，促进居民文明行

为的养成，执法队员对小区进行清理后，告知

居民近期街道还将组织“认领绿地”活动，喜欢

种花草的居民可以向社区申请认领绿地，号召

居民共建美好家园。

“门前三包”助力创文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日前，新北街道创

文办按照区创文办下发的《滨海新区“美丽和

谐家园，你我共同缔造”创建活动实施方案》

总体要求，进一步开展辖区范围内“门前三

包”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与辖区商户签订了《市容卫

生“门前三包”包保责任书》，并在显著位置张

贴了“门前三包”牌，让商户保证底商门前环境

卫生、绿化美化以及秩序良好，并建立好台

账。社区安排党员志愿者、红袖标志愿者开展

日常管理，随时巡查。同时，为了更好地解决

底商占道经营、堵塞交通、污染环境等问题，为

其制作了“便民服务点”标识围挡，让辖区商户

做到便民又不扰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此项举措，增强了辖区各商户主动参与卫

生治理的责任意识，为创建卫生整洁、和谐美

好的文明城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消防演练 学会自救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日前，新北街道融

盛社区联合津湖湾物业组织辖区物业、商户、

居民开展“杜绝火患 助推创文”消防应急救援

演练活动。活动中，消防专业人员讲解了消防

安全常识、火灾预防措施，介绍了常见灭火器

材的使用、保养方法，同时指导参与演练人员

使用灭火器材，讲授如何在火场中逃生自救等

相关常识，示范了灭火器的使用，进行了扑救

火灾的消防实操演练。随后组织参加演练人

员模拟小区发生火情时，指导社区及物业组织

人员应急疏散、扑灭“初起火灾”。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虽是

初夏时节，但6月的滨海新区已经是烈日

炎炎。日前，为了给疫情防控和创文工作

一线的志愿者们带来清凉，一家爱心企业

向新村街道捐赠了60顶遮阳蓬。小小遮

阳篷，撑起方寸凉爽天地，让一线工作人

员备感暖心。这一顶顶遮阳蓬也是新村

街道凝心聚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

作的缩影。

包保科室下沉社区
补网格短板促整改

日前，新村街道按照新区创文工作的

要求，结合辖区实际情况作出了总体部

署，要求包保领导和科室每周集中三个半

天下沉社区，每周末集中一个半天开展专

题活动，营造部门联动、社区一心的浓烈

创文氛围，推动全街创文工作向更高水平

迈进。

新村街综合治理中心第一时间传达

了创文工作会议精神，主动认领了创文工

作重点任务，逐项制定工作举措，并组织

实施。连日来，包保领导带领科室全体干

部下沉社区，与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开展创

文清整行动，将排查出的重点问题与社区

网格长沟通研究，拿出实际解决办法并整

改落实。

下一步，街道综合治理中心将总结创

文工作中的“网格短板”，带着问题深入

14 个社区网格，听取社区网格长和专兼

职网格员的建议，制定有效措施，发挥网

格化治理在创文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退役军人不退志
组建创文突击队

近日，由新村街道退役军人组建的“退

役军人创文突击队”联合新村街武装部、草

场街社区在草场街小区花园内开展以“清

理社区花坛 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的环境

大清整活动。尽管天气高温炎热，汗水浸

湿衣衫，但退役军人的劳动热情丝毫不减，

他们对花坛中的枯枝、碎叶、垃圾等进行清

理，干得热火朝天。经过4个小时的辛勤劳

动，原本疯长的冬青变得利落整齐，花坛内

的杂物、落叶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据了解，新村街道辖区退役军人时刻

保持“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的军人本

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号召大家同参与、

共创建。自创文工作开展以来，他们自发

参加卫生清整行动，并结合辖区情况开展

了整治共享单车、整治卫生死角等多项攻

坚行动。他们的身影成为一道靓丽的风

景，带动了更多志愿者投身到创文中来。

强化联动协作
高效处理难题

6 月 26 日，惠安里社区接到居民反

映，在惠安里 3 栋对面有一家卖鱼的商

户，长期在门口的案板上处理鱼，周围有

不少堆积物，影响社区环境。社区了解此

情况后立即来到现场查看，社区工作人员

掀开一些堆积物，里面已有不少虫子。堆

得久了，硬纸板、食品袋等已腐烂。

社区工作人员立刻在“组织在线”平

台发布任务，新村街综合执法大队认领了

此任务。执法队员赶到现场与社区工作人

员一同把垃圾清理掉，并联系了街道清运

渣土的垃圾车，很快就清理了这一“顽疾”。

此次行动不仅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整

洁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更好地发挥了“组

织在线”的作用。据了解，今年以来，新村

街道各社区借助“组织在线”平台，充分发

挥社区与各科室之间的联动作用，让处理

创文问题更加高效。

新村街：联动协作 抓实文明创建
■ 包保科室下沉社区，总结“网

格短板”，制定有效措施落实整改
■ 退役军人组成创文突击队，带

动更多志愿者投身创文
■ 借助“组织在线”平台，发挥社

区与各科室之间的联动作用，高效解
决创文难题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事故警

钟时时敲，安全之弦紧紧绷，安全生产是人

民群众健康安全的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经

济发展的前提。今年6月是全国第19个“安

全生产月”，为响应“消除事故隐患，筑牢安

全防线”这一“安全生产月”主题，胡家园街道

开展了系列宣传活动和专项治理行动。

深入学习广泛发动增强意识

6月以来，胡家园街道组织辖区各单

位进行安全生产专项学习，由街道中心组

带头学，各村居、企业积极响应，牢固树立

安全发展理念，增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

患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胡家园街道还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方

式，线上组织“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安全

宣传咨询日活动、线上安全教育培训等，参

与人数达300余人次；线下聘请第三方专家

对辖区企业进行安全培训，要求各单位以

“安全生产月”为契机，做好企业内部安全

宣传，提高安全意识和管理水平。街道执

法人员深入辖区5家石材市场排查“三合

一”问题，并向600余家商户发放宣传资料，

村居安全员在辖区内开展安全宣传“五进”

工作，掀起“安全生产月”宣传工作高潮。截

至目前，共计发放宣传资料20000余份。

持续开展专项行动根除隐患

按照新区工作部署和要求，胡家园街

道持续开展专项行动，进行了粉尘防爆、

有限空间、金属冶炼、危化品夏季安全生

产、石材市场违规住人、打通生命通道、电

梯安全、社区消防安全、重点区域治理等

专项行动，共计排查检查点位800余处，

发现隐患 186 项，逐项建立隐患管理台

账，跟踪督促整改，有效防范风险。

街道紧密结合《滨海新区安全生产专

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工作要求，通过整

治消除了一大批重点安全隐患。对距善

门口油库过近、不符合安全距离要求的周

边建筑物进行拆除；对头道沟村 4620 平

方米集体用地上的违章建筑进行拆除；向

华北陶瓷、华厦世纪等5家劳动密集型石

材加工企业“三合一”居户下发清理通告，

实施全面清理；对两家超等级违规储存塑

料颗粒的仓库实施清空处理；对一家督查

发现存在问题的仓库实施行政处罚，罚款

1万元；对南窑村5家违规存放加油罐的

停车场实施设备清理。

街道还动员部署社区全面开展打通

生命通道和电梯安全治理，实施通道划线

和障碍清除，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对

1006 部电梯实施全面排查，消除电梯安

全隐患，确保电梯正常运行。通过一系列

执法手段，根除隐患，确保安全。

新港街道举办书画展

廉洁清风吹进百姓生活
时报讯（记者 张智）6月24日，新港街道

在新开里社区举办了“清风漫笔 百姓话廉”廉

洁文化书画展。

此次主题书画展设计了清风漫笔廉洁文

化长廊、书画作品、沙画漫画三个展区。书画

展启动现场，区纪委监委相关领导、新港街道

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各社区党组织书记、

社区联络站站长、辖区老党员、志愿者200余

人参观了展览。新港街道书画协会会员郭学

玲既是参观者也是活动参与者。她说：“作为

一名退休人员，我就结合自己的爱好和特长写

字、作画，用手中的画笔传递正能量。”据了解，

此次展览展出的书画作品还将在新港街道辖

区各社区进行巡展，让廉洁清风以润物细无声

的形式吹进百姓生活。

“七彩党建”志愿服务队认领绿地

“小区美了，大家住得就舒心”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新港街道新开

里社区以“‘七彩党建’认领绿地共建美丽和谐

家园”为主题，开展卫生清整活动，进一步提升

环境卫生水平，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

活动开始前，“红色党建志愿服务队”和

“橙色爱心志愿服务队”认领了新开里北院的

绿地；“黄色健康志愿服务队”和“绿色清洁志

愿服务队”认领了新开里南院的绿地；“青色廉

政志愿服务队”和“蓝色安全志愿服务队”认领

了新开里喻园广场的绿地；“紫色居家志愿服

务队”认领了新开里东院的绿地。活动中，志

愿者们来到各自认领的绿地，除草、剪枝、清理

“白色污染”，为美化小区环境贡献力量。“小区

环境变美了，大家住得也就舒心了。”新开里社

区工作人员表示。

社区联合义工协会慰问孤寡老人

端午送温暖 浓浓助老情
时报讯（记者 张智） 在端午佳节到来之

际，新港街道新尚里社区联合新滨海义工协

会，慰问五户社区孤寡、独居等生活困难老人。

社区工作人员将蔬菜、粽子等慰问品和志

愿者自制的端午香囊送到老人手上，并询问老

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叮嘱他们注意防暑

降温。一份份慰问品、一句句关怀的话语，温暖

着居民的心，营造了文明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

强化安全意识 开展专项行动

胡家园街：消除隐患 牢筑安全防线

惠安里社区联合执法大队清理卫生死角

胡家园街进企业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