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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温暖之家
实现一站式服务“多元化”
新村街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区，下设13

个社区居委会，常住人口10.03万人，其中退

役军人3959人。新村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着

力推进街道和社区服务站建设，以退役军人

为中心，突出服务功能，打造“一站式”“窗口

式”、标准化、亲情化的综合服务平台。

新村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按照“一居一

特色”的工作思路，对各社区“退役军人之

家”进行了整体设计，均具有理论学习、谈

心谈话、政策咨询、信访接待、法律服务、荣

誉展示、医疗保健、文体活动等功能。街道

退役军人服务站还开设了专门窗口，提供

“多元化”的一站式服务、精细化管理，包括

政策宣传、走访慰问、信息采集、社会服务、

志愿服务、特色团队、法律服务、拥军活动

等，实现了由单一服务向综合管理的转变。

目前，该街13个社区已全部建成“退役

军人之家”，并结合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悬挂

光荣牌、保险接续等工作，采取集体座谈、单

独交心、入户走访等形式，深入开展谈心谈

话 3000 余次，帮助解决退役军人安置就

业、保险接续、困难救助等方面诉求153件。

创新工作模式
实现服务老兵“精准化”
新村街道创新工作模式，积极主动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退役军人所思所

盼、掌握困难问题、提出办法对策。走访

慰问帮扶退役军人常态化制度化，定期走

访退役军人听取意见；积极帮扶困难退役

军人，协调有关方面，调动社会力量，帮助

他们渡过难关。退役军人张宽来和老伴

均患有癌症，退休金也较少，大额医疗费

用使其家庭苦不堪言。街道退役军人服

务站及时入户走访、问需解难，帮助协调

申请困难救助金 6000 元，并在今年春节

期间进行了重点慰问。老两口十分感谢，

连称退役军人服务站让他们感受到了家

的关怀和温暖。

新村街为退役军人中的困难党员建立

了帮扶机制和台账，并为每名处级干部都

安排了帮扶对象。连续两年开展春节大走

访活动，举办退役军人座谈会、联谊会及联

欢会40余场，为548名优抚对象和困难退役

军人、党员发放慰问品价值372900元；联系

相关企业，寻求适合军嫂们的岗位，解除了

某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组织街道双拥领导

小组成员分别深入到9支部队进行慰问，为

广大官兵送去生活日用品价值10万余元。

新村街退役军人服务站积极宣传介

绍党和国家及天津市关爱退役军人的政

策规定；开展法律讲座，宣传退役军人就

业创业政策渠道；按时足额发放抚恤补助

资金；做好伤病残军人申报和换证、信息

采集，优抚对象信访督办等工作，实现了

服务精准化、便捷化、人性化。

打造服务品牌
实现老兵服务“网络化”
新村街退役军人服务站还以服务为

切入点，引导退役军人永葆本色，更好地

融入社区、扎根社区、服务社区，建立“互

联网+退役军人”服务体系，每天发布工

作信息，并与各社区“党建红网格”相融

合，号召退役军人进网格，通过网上平台

认领“红色任务”，实现了老兵服务的“云

端化”。

2018 年 12 月 1 日，滨海新区首支退

役军人志愿者队伍——新村街退役军人

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随即投入到辖区

环境卫生清理活动中，巩固创文成果。目

前，在该街文明劝导、卫生清整、疫情防

控等活动中，到处都有退役军人的身

影。新村街在调动退役军人参与社区建

设积极性与主动性工作中，注重强化思

想政治引领，建立每周五学习例会制度，

深入开展了学习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

为退役军人党员过“政治生日”，“我在军

旗下成长、军功章里的故事、我为军旗添

光彩、军民鱼水情谊深”等系列宣传展示

活动，激发退役军人服务社区、奉献社区

的使命感。 记者 张智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新港街

将价值9万余元的帮教物资发往青海

省黄南州同仁市兰采乡。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底线目标。新港街广泛动员辖区民营

企业，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

动。天津金硕果邻里农贸市场有限公

司、盛达（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市

卓印广告有限公司、天津绿游优选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积极响

应，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争当脱贫攻坚

的贡献者、精准扶贫的实践者、社会风

尚的引领者，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

量。根据精准帮扶原则，新港街坚持帮

扶对象精准、帮扶内容精准、帮扶方式

精准、帮扶成效精准，从扶贫帮教入手，

为兰采乡中小学生筹措了价值9万余

元的书包、彩笔、保温杯、文具盒625套。

“扶贫先扶智，扶智靠教育。希望

这批爱心帮教礼包在为兰采人民送去

惊喜的同时，也为兰采学子带来奋发上

进的动力。”新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时报讯（记者 张智）近日，胡家园街

远洋滨瑞社区召集本社区退役军人举办

慰问会，以故事的形式向广大青年讲述

军营里的事，让更多的青少年感受难忘

的“峥嵘岁月”，提高他们的爱国意识。

活动中，退役军人们保持“退伍不褪

色”的军人品质，和广大青少年共同探讨

军旅生涯中的各种奇闻趣事，孩子们都

对老兵们口中的军旅生活充满了好奇和

期待。随后，远洋滨瑞社区工作人员还

向在场的青年宣传从军拥军的各类优待

政策，鼓励青年投身国防事业。

胡家园街光明里社区

宣传教育活动 倡导绿色生活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胡家园街光明

里社区开展“倡导绿色环保理念 培育健康生

活方式”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居民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自觉做文明生活的倡导者、时代

新风的传播者、美好环境的捍卫者。

活动通过现场讲解绿色环保知识，号召居

民践行低碳生活，反对铺张浪费；号召居民树

立绿色环保理念，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在日常

消费中选购绿色、环保、可循环产品，减少使用

一次性筷子、纸杯、塑料袋等；号召居民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践行出门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离、文明就餐等健康生活社会新风尚。参与活

动的居民表示，社区文明要从自身做起，让绿

色环保理念、健康生活方式蔚然成风。

新港街海宁里社区

孩子认领绿地 美化社区环境
时报讯（记者 张智）为引导辖区青少年树

立绿色环保意识，日前，新港街海宁里社区组

织辖区青少年开展“绿地认领”活动。

活动开始前，社区为孩子们准备了可供移

植的月季花和一些居民喜爱的观赏型花卉。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在自己的“责任田”

里清理垃圾、去除杂草、播撒种子、植树种花、

施肥浇水，然后在自己栽种的花卉旁边插上认

领牌。在孩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裸露的土地重

现生机。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忘记了疲

倦，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新村街惠安里社区

检查燃气安全 关爱社区老人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新村街惠安里

社区工作人员联合辖区正义里煤气站上门为辖

区老人和困难家庭进行燃气免费安全检查。

活动中，正义里煤气站专业检修人员每到

一户都耐心地检查燃气设施，发现问题及时解

决，还向老人宣讲燃气安全使用知识。同时，提

醒老人平时多开窗，注意通风，如果发现漏气，

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

关爱高龄、独居老人和困难家庭，一直以

来都是惠安里社区的重点工作。本次活动提

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也促进了社区志愿

服务活动的常态化开展。

建设“多元化”“精准化”“网络化”特色服务体系

新村街打造退役军人温暖之家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新村街退役军人服务站以关心关爱退役军

人为主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拥军优属活动，着力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新村街积极创新工作思路和服务模式，以“退役军人之家”
为载体，形成了“多元化”“精准化”“网络化”的特色服务体系。

胡家园街远洋滨瑞社区

举办慰问会
致敬退役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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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每一次感动都会成为平仄的诗行

或许就是生活里播下的一粒种子

让最初的心情在四季里芬芳，二十四个字

描绘着一个个美丽的愿景，从春到冬

目光里，谁唤醒了一枝新绿渲染成最动人的

故事

那些绽放的情愫在平凡中伴随生命的光华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追求的岁月演绎着日子的变迁，仿佛起伏的麦田

覆盖着一片一片的河山，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人们的欢声言语中走来，从人们的自觉行动

中走来

风掠过额头，先人的呼喊在历史的深处回响

那些像煤炭一样火热的方块字

诉说着怎样的足迹和波澜壮阔

一群人在岁月刻下了沧桑和拼搏的热血

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足

在光阴的节点上站成不朽，在坚定的步伐里将

担当载入史册

那言简意赅的文字是我们生命长河永远清澈

的路引

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在宽广的大地和山川共鸣

展开双臂，我们的自豪被装点进城乡的日新

月异

那被洗涤的灵魂环绕在阳光之下，每一次阅读

都把心托付给一点一点地聚集起的力量

都让民间最生动最丰润的民谣和故事生成

你看，那一个个道德模范的身影

你看，社区里那一个个志愿者的笑容

你看，上下班高峰期维持秩序的红袖章

你看，那些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人生的劳动者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诠释，诠释一种美好

一种信念一种力量

每一秒，注视的行者都会摇醒生活的微尘

每一刻，升腾的美都如凤凰涅槃

那些走过的人温暖你我，所有的词汇都有流畅

的温度

在浓或者淡的场景里

用智慧写满今天的成绩，用汗水铸就明天的

辉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诗歌选登

让最初的心情在四季里芬芳
——感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胡庆军

新港街开展“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

今年6月，新区在全区范围内启动停

车秩序百日大整顿创文攻坚专项行动，

针对乱停车、乱收费等问题展开整治。

但是记者在走访时发现，在禁停区域违

规停车等不文明停车乱象依然存在。

在塘沽口腔医院门前，画着黄色网

格并写着“禁止占用”“消防通道”等字样

的公共区域，依然停放着多辆私家车，将

预留出来的应急车道堵死。“这里每天都

被私家车堵得严严实实，行走都困难。

万一出现突发情况，消防车都进不来。”

附近市民抱怨道。而在和平路金元宝海

鲜宫附近，出租车在黄色网格禁停区停

车等客的现象也长期存在。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

条规定：机动车在遇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

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应当依次排队，

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

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

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和公安部机动车记分管理办法规定，驾

驶机动车在黄色网格线上停车的，将对驾

驶员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的处罚。

记者 杜红梅 报道 通讯员 孙炯 摄影

出行不文明 危险又“添堵”

聆听红色故事 慰问退役老兵

昨日，塘沽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公

益组织、爱心企业开展退役军人慰问活动。

上午9点，塘沽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前，津城公益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孙燕燕正

指挥着一行人往新城家园小区里走。当

天要走访慰问的第一位退役军人是参加

过抗日战争的90岁老兵林宝聚。林宝聚

和大家拉起家常，并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往

事。离开林宝聚老人家后，一行人又到濒

开里小区探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91岁退

役老兵陈政。一说起抗美援朝的故事，老人

眼含热泪，并翻出了当年负伤取出来的弹片

和保存完好的纪念章、袖标、残疾军人证。

谈起现在的生活，老人多次感谢党和政府对

退役老兵的关心。据了解，本次慰问参与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退役军人

共18人。 记者 张智 实习生 郭晨晨

三代老兵共话“峥嵘岁月”

7月31日，三代老兵共唱的一曲《当兵

的人》拉开来了海滨街沙井子二村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迎“八一”主题教育活动的序幕。

为弘扬军人精神、践行时代担当，沙

井子二村与团结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沙井子学校，以“长辈讲堂”特色平

台为依托，共同开展了“对话老兵：忆往昔

从军岁月，展今朝时代担当”主题教育活

动，邀请“三代”退役老兵担任主讲。村、

居、校共计20余人参加活动。

“当兵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虽

然当年的条件特别艰苦，但是一想到能为

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就感觉身上有

一股子使不完的力量。”讲堂上，“老汽车

兵”王德荣自豪地说道。随后老兵秦景越

也讲述了他当兵的经历。“一场高质量的

主题教育活动能够给人们带来精神的鼓

舞和人格的洗礼，我们要把这种形式延续

下去，力争建设精神富足、团结和谐的新

时代美丽乡村。”沙井子二村党总支书记

田祥松说道。 记者 李婷婷

义诊送健康 共叙鱼水情

7 月 31 日，滨海新区汉沽中医医院

组织中医内科、外科、骨科、皮肤科业务骨

干及志愿者来到民兵训练基地，开展以

“‘八一’义诊送健康，共叙军民鱼水情”为

主题的义诊活动。此次义诊对象包括汉

沽街、寨上街、茶淀街以及杨家泊镇四个

区域的民兵，总计100余人。医生们热情

的服务和专业医疗能力赢得了民兵们的

一致好评，体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

一家亲”精神。 记者 刘芸

忆峥嵘岁月 共叙军民鱼水情

文明出行关系到每一个人和家庭的平安幸福，也事关一个城市的社会形象和文明程度。
最近一段时间，记者在新区走访发现，机动车乱停乱放、非机动车驶入机动车道、行人闯红灯等
不文明行为仍时有发生。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遵章守纪，各行其道”，这本是文明

出行的基本要求，然而行人、非机动车和

机动车混行仍然时有发生，这些不文明

现象不仅增加了交通安全隐患，而且影

响了城市的文明形象。日前，记者对此

问题进行了走访。

记者在安阳道沿线看到，道路两侧

规划有非机动车道，但却仍有不少电动

车和自行车出现在机动车道上。在短短

20 分钟内，记者就拍摄到了十余位不守

规矩的骑行人，以外卖小哥为主。他们

骑着电动车飞驰在车流间，看着都让人

捏一把汗。

记者还拍摄到了一位女士骑着自行

车在机动车道上逆行，车上还驮着一名

儿童。经常途经此路段的私家车车主刘

先生说：“这个路段经常会有电动车在机

动车道上乱窜，这样真的很危险。”除了

“机非混行”的情况，记者还在安阳道与

迎宾大道交口拍摄到了机动车闯红灯的

情况，现场交通秩序混乱，亟待治理。

记者 张智 报道 徐建杰 摄影

7 月 31 日 18 时左右，记者在生态城

和畅路附近看到，两名男子在下公交车

后直接闯红灯快速穿过一路口。就在他

们刚刚闯过马路时，三辆机动车从他们

身边擦过。

记者注意到，该路口交通灯为手

触式按键，行人只需轻轻一按，交通灯

即可在十秒内转换成绿灯。然而，仍

然有部分行人直接闯红灯通行，无视

交通规则。

“这个路口来回车辆不多，我就想尽

快通过，没考虑其他的，下次会注意的。”

一闯红灯的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 张玮 摄影报道

停车无视禁停标志

“机非混行”存隐患2曝光地点 安阳道沿线

行人过路口闯红灯3曝光地点 和畅路附近

行人闯红灯试图快速通过路口行人闯红灯试图快速通过路口

黄色网格线上经常有私家车停放黄色网格线上经常有私家车停放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抢道抢道””行驶行驶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3周年，为扎实做好“八一”建军节期间拥军优

属拥政爱民工作，凝聚军民团结强大力量，新区各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和志愿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慰问活动，向退役军人、老兵和民兵送上节日的祝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