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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8

月1日选举王琴为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主席团
2020年8月1日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十六号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如今却能“坐享其成”
在刘塘庄村栖霞北里小区西

侧3公里的地方，有一片李江堂家

的土地。“我们全家一共 15 亩，从

1982 年到 2003 年，我们种了 20 多

年的地。”春收小麦秋种玉米，闲暇

时候种黄豆，靠天吃饭的农民生活

并不如意。一家四口要吃饭，一儿

一女要上学，李江堂每年辛辛苦苦

地劳作，却只有8000多元的收入。

2004年以后，李江堂把土地以每年

300 元的价格承包出去，自己和老

伴外出打工，“种地不挣钱，年轻人

都在外面打工，好多人家的地都荒

了，其实挺心疼的。”

时间一晃来到2013年，刘塘庄

村两委班子锐意改革，看到土地逐

渐撂荒，决心把土地流转过来，进

行集体种植。李江堂的15亩土地

就这样被刘塘庄村栖凤农业合作

社承包了。栖凤农业合作社由村

两委班子带头，采用机械化规模化

种植模式，刘塘庄村的3000多亩地

“活”了起来。“从2013年一直到现

在，每年合作社的农业收入都有增

加，就是因为实现了规模化种植，

大规模大机械化作业，把村民解放

出来，他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

的工作，参与一些文化活动。”刘塘

庄村党务工作者邢学告诉记者。

村里土地的收入上来了，村民的福

利也更多了。“今年过年我领了1万

多元，有土地流转的分红，还有60

岁以上老人的补贴和年货钱。啥

也不干一年就有1万多元，非常知

足！”李江堂感慨道，“以前种一颗

豆子就是一颗豆子的钱，现在啥也

不管了反而‘坐享其成’，这不就是

政府的好政策吗！”

红砖白墙小洋房
文化健身全“享受”
从刘塘庄村的农田出来，会路

过一片低矮的平房区。李江堂告

诉记者，这里是刘塘庄村村庄旧

址，裸露的泥墙有些斑驳，显现出

久无人居的荒凉。“我们村的人

2008 年搬到楼房里。当时政府号

召我们搬迁，楼房盖得都特别漂

亮，加上各种补贴，我们才花了不

到 2 万元就搬进了新家。”李江堂

说，一开始村民们都不愿意搬，因

为老房子住习惯了，有自己的院

子。但慢慢地，搬进去的村民都感

受到了楼房的好处，“有集体供暖，

不用自己烧炉子，又暖和又安全。

住进楼房，看着家里亮亮堂堂、干

干净净的，心里也舒坦了。”

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在文化层

面的需求就更高了。近几年，刘塘

庄村居民小区内建起了健身广场，

新区第一个文明实践站也在这里

建成。村民们从以前聊闲天、打麻

将的生活状态变成了跳广场舞、写

书法。“我现在每天跟老伴去健健

身，她腿脚不好，跳不了舞，但是愿

意去看，我们就在广场遛弯看别人

跳舞。”如今，李江堂的女儿已经结

婚，儿子也工作了，他和妻子的生

活简单而平静，充满了幸福感。

“以前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民日子，现在收入提高了，生

活条件好了，也过上了幸福美满的

小康生活，儿孙们更有福气了。”李

江堂向大家提出邀请，“现在农村

面貌已经大不一样了，希望大家都

能来农村看看，感受一下农民奋斗

出的幸福生活。”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塘

沽新港第四小学组织师生来到国

防教育训练基地，了解建军历史、

国防知识，领略军人风采。

活动中，师生们共同参观了

基地内的国防教育展馆、实弹射

击馆以及模拟训练馆。学生们通

过墙壁上陈列的历史照片、军事

地图以及室内摆放的武器装备模

型，加深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认识和敬意。“此次活动不仅丰富

了他们的假期生活，同时也提供

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塘沽新港第四小学德育校长张爱

军说，“学生们会更加珍惜现在安

定和幸福的生活。”

记者 果琳 实习生 郑爽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大

港街前进里社区举办庆“八一”文

艺汇演，向社区内的退役军人送

上节日的祝福。

活动现场，一个又一个精彩

的节目赢得了退役老兵和居民们

的阵阵掌声。看着社区为自己准

备的节目，感受着军民鱼水情

深，退役军人表示，他们会继续发

扬军人的优良作风，为社区工作

做出自己的贡献。

记者 哈喆 窦永滨

时报讯（记者 张智 摄影报

道）昨日，大沽街南北卫里社区工

会联合会邀请华夏保险义工协会

的专业插花老师开展小手拉大手·

共创文明城——“情暖夏日 诗情

花艺”职工解压插花活动。

活动中，老师从插花艺术的基

础知识、工具使用、插花造型、色彩

搭配、花语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

的讲解和生动形象的演示，社区职

工和孩子们细心聆听插花老师的

讲解。

到了亲自动手的环节，桌子上

摆满了百合、玫瑰、康乃馨、小雏

菊、星星草等花枝，花香四溢，沁人

心脾。职工们和孩子们相互配合，

错落有致地将花插在一起。在老

师的指点下，凌乱的花束逐渐变得

有模有样，参加活动的每个职工和

孩子都兴致高昂，经过大家的精心

修剪和插花，一盆盆美丽的插花作

品呈现在大家眼前。

此次亲子同框动手插花体验

活动让社工的心灵得到释放，在工

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体会到了

亲子同乐的美好瞬间。

大沽街南北卫里社区

亲子插花活动 传递文明风尚

华夏千年一梦牵，

国富民强万家欢。

文明古国历春雨，

和谐神州有青山。

风云不测起瘟疫，

爱国敬业度时艰。

红旗高举复兴梦，

大国担当挑上肩。

天连五岭翻花浪，

驱瘟灭疫天地欢。

除瘟灭疫天地欢
王继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诗歌选登

农村大变样 村民充满幸福感
■ 时报记者 钟晗 报道

刘塘庄村新景 记者 韩乐扬 摄

中塘镇刘塘庄村村民李

江堂今年65岁。已过耳顺

之年的他现在从事门卫工

作，工作比较清闲，闲暇时间

就跟老伴一起健健身、散散

步。过了半辈子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日子，李江堂对现在

的生活非常知足。

聚焦“八一”建军节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滨

海新区图书馆环球报告厅内座无

虚席，一场由滨海新区文化和旅

游局、滨海新区军事部政治处主

办的“文化拥军·读书强军”主题

活动正在这里举行。活动开始

后，滨海新区图书馆与共建部队

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开

展拥军项目合作，让书香进军营，

助力新时代军队建设。滨海新区

图书馆将依托馆藏图书资源，为

部队提供团体借阅服务，并根据

部队需要定期更换书目，满足官

兵的阅读需求。此外，还鼓励部

队成立读书会，定期开展读书活

动，分享阅读学习的心得体会，并

在重大事件节点面向部队开展多

种形式融合的专题活动。

随后，滨海新区区委党校高级

讲师李农为到场的部队官兵带来

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我国国

家安全面临的挑战”“导致逆全球

化浪潮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群体

性崛起”……符合部队需求、契合

当前局势，整场讲座台上讲得投

入、台下听得入神。官兵们有的拿

起手机拍下讲师在 PPT 中引用的

实例，有的在笔记本上记下讲师在

授课中剖析的观点。

“今天的这个讲座太‘解渴’

了，有很多知识点都是我们之前不

太了解的，主讲老师旁征博引，用

很多现实案例分析了当前国际国

内形势，真令我受益匪浅！”活动现

场，解放军战士杨少华在讲座结束

后激动地告诉记者，“我本人非常

喜欢阅读一些历史、军事类的书

籍，听了今天这个讲座也激发了我

阅读更多类别书籍的兴趣。作为

一名军人，我要从自己身做起，拥

抱‘书海’，多读书、读好书，不断充

实自己，做一名合格的新时代中国

军人。”

滨海新区图书馆馆长马文艳

表示：“在‘八一’建军节这个特殊

的节日里，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公共文化活动，其中就包括刚刚揭

牌的书山看点项目。我们希望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

上点书、线下观看”，通过流动的汽

车图书馆把更好的文献资源送到

部队去，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同

时，创新模式开展各类阅读推广活

动，让营区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为

人民子弟兵提供更加有温度的公

共文化服务。” 记者 贾磊

身着作训服、胸戴大红花，排

着整齐的队列，高声喊出慷慨激

昂的宣誓词……8月1日，在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3 周年这天，天

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2020年第三

期雏鹰国际特战夏令营开营。开

营仪式上，27名6至14岁的“小海

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奏唱国歌、高

声宣誓。随后，带齐营地为他们准

备的营员手册、课本、背包和水壶

等装备，与家长告别，精神抖擞地

迎接接下来的营区生活。

参加此次夏令营的很多孩子

都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首次

集体生活对他们来讲可以说是一

次不小的挑战。今年 9 岁的富天

成在报名的时候就做好了充分的

思想准备，希望在五天的训练中改

掉自己爱睡懒觉的习惯。“我觉得

很好玩，以前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活

动，希望可以让我变得更好。”另一

个小营员告诉记者，他从电视里看

到过军营，非常喜欢，于是赶紧报

了名，希望像自己热爱的解放军叔

叔一样坚强。

记者看到，营地实行军营式

布置、军事化管理，在为期五天的

营区生活中，小营员们将完成队

列动作、军体拳、基辅号航母军事

大课堂、海军旗语指挥、绳结技法

学习、军事武备讲解、夜宿驱逐

舰、潜艇探秘、高炮实操、护卫艇

巡航等一系列紧张有趣的体验式

教育活动，通过真实情景代入，以

实践激发潜能，在启发引导下学

会生存、学会求知、学会团结、学

会创造、学会感恩。 记者 果琳

新区举办“文化拥军·读书强军”主题活动

为子弟兵提供有温度的公共文化服务

泰达航母主题公园2020年雏鹰国际特战夏令营开营

走出温室入军营 小小强军梦起航
塘沽新港第四小学组织师生参观国防教育训练基地

了解建军历史 领略军人风采

学生聆听讲解 记者 戴枭翔 摄开营仪式 记者 张鹏 摄

大港街前进里举办庆“八一”文艺汇演

时报讯（记者 徐晶晶）8 月 1

日，市委常委、滨海新区区委书记

连茂君会见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会长蓝军率领的中国民族贸易促

进会企业家代表团一行。

连茂君说，滨海新区作为京津

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一基地

三区”主要承载地，产业基础雄厚，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态势喜人，政

治生态良好，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

的部署要求，发扬“二次创业”精

神，在天津“双城”发展格局中主动

谋划、积极作为，加快建设生态、智

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宜业美丽滨

海新城。希望中国民族贸易促进

会将新区作为重要的发展平台载

体，与新区建立长期沟通交流机

制，在海水淡化、精细化工、绿色滨

海建设等领域深化与新区的合作，

推动更多企业项目落户新区。新

区将牢固树立“产业第一、企业家

老大”理念，坚持项目为王、诚信为

本，全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为企业发展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蓝军表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

会将积极与新区建立常态化对接

机制，助推更多会员企业聚焦新

区、投资新区，为新区发展作出积

极贡献。

区领导赵前苗、张忠东参加。

连茂君会见中国民族贸易
促进会企业家代表团

（上接第一版）推选出大会全体会议

的执行主席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

书长人选；决定将区三届人大七次

会议选举办法草案交各代表团审议

后，提请大会表决；通过了各代表团

团长、副团长名单；听取了关于天津

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候选人

的说明；表决通过了主席团提名的

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主任候

选人名单，提交代表酝酿、讨论。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上接第一版）充分用好市人大授

权，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坚持真

监督，做到真支持，全力促进“一

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依法监

察、公正司法，奋力谱写新时代

人大工作的新篇章，为加快建设

生态、智慧、港产城融合的宜居

宜业美丽滨海新城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上接第一版）将从推进港口合理

分工、精准完善基础设施、创新多

式联运体系、提升开放服务水平、

大力提升智能化水平、促进安全绿

色发展、促进港城融合发展等方面

重点推进。

根据《意见》，到2025年，天津

作为北方国际航运枢纽的地位更

加凸显，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进入

前 20 位，港口货物年吞吐量达到

5.6 亿吨，集装箱年吞吐量达到

2200 万标箱，集疏运体系基本完

善，多式联运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建设实现重

大突破，口岸营商环境和航运服

务水平明显提升；到 2035 年，全

面建成智慧绿色、安全高效、繁

荣创新、港城融合的天津北方国

际航运枢纽，天津港成为世界一

流港口，国际航运中心排名进一

步提升，集装箱年吞吐量力争达

到3000万标箱。

（上接第一版）如利用物业管家微

信平台、“红色物业”宣传栏开展文

明养犬、有序停车等宣传；将社区

网格员与物业网格化管家服务相

结合，打造“红色管家网格员”；制

定定期上门走访制度，与社区网

格员共同进行入户宣传，了解社

情民意等。

“物业主动作为，直面难题，这

在过去可是不敢想。”刘媛媛告诉

记者，锦庐社区依托“红色物业”走

出了一条符合社区治理特点的新

路子，不仅实现了党建引领贯穿社

区治理始终，还调动起物业主动担

当的责任意识，多方合力共同解决

小区各类难题。

每月召开的社区、物业、业委

会“三方”联席会议都会对居民反

映的难点问题进行协调与解决。

“今年，有居民向社区和物业反映

小区内部分楼道的防火门有损

坏，经过联席会议的沟通协调和

实地查看，社区和物业及时将小

区内的防火门都换成了新的，消

除了消防风险。”刘媛媛告诉记

者，像这样“向前一步”为民服务

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社区近期

还通过“三方”联席会议先后推动

解决了小区绿化斑秃、路灯不亮

等问题。

搭建平台 居民尽享贴心服务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借助“红

色物业”，社区还经常举办群众文

化体育活动，包括新春联欢会、元

宵灯谜会、中秋大型文艺晚会等

“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垃圾分

类趣味运动会、跳蚤市场、传统文

化讲座、健康知识讲座、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主题快闪等各类活

动，积极营造社区文明氛围，进一

步提高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群众

知晓率和参与率。同时，利用专

业物业服务优势，社区成立了“红

色物业”志愿服务队，为辖区空巢

老人、残疾人、特殊关注人群提供

免费上门维修小家电、清理疏通

管道、搬家具等服务，并在重要节

日对特殊人群进行走访慰问。此

外，每月至少开展一次“红色物

业”学雷锋志愿活动，义务为居民

提供服务，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

神，在服务和活动中实现凝聚引

领，使“红色文化”逐步扎根于心。

“红色物业”在疫情防控期间

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刘媛媛介绍，今年，面对疫情防控

的严峻形势，锦庐社区党支部坚持

党建引领、疫情防控“一盘棋”思

想，构建社区网格员、物业职工、群

众志愿者“三方联动”工作机制，用

“辛苦指数”换来了居民群众的“安

全指数”。

“‘红色物业’的服务就像党的

关怀在身边。现在小区遇到麻烦

事，哪个地方有垃圾、路灯不亮、路

面破损等等，我们就去向社区和物

业反映。他们了解后，很快就会前

来帮忙解决问题。大家打心眼里

佩服‘红色物业’的解决问题快、

办事效率高。”家住美逸园的居民

梁先生表示，居民现在也特别愿

意参加社区举办的活动，邻里关

系也和睦多了。

刘媛媛告诉记者，借助“红色

物业”，社区还获得了“2019年天津

市美丽社区”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并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收到锦旗 3

面。接下来，社区及物业将秉持更

好为居民服务的理念，认真总结试

点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巩

固扩展试点工作成果，让“红色物

业”工作覆盖面不断扩大，不断提

升社区人居环境，推动新区创文工

作迈上新台阶。

区三届人大七次会议召开

2035年全面建成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

锦庐社区：“红色物业”催盛社区“文明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