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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沽街滨河家园社区

扎实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鼓励青少年有理想有担当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滨河家

园社区开展了“学四史传薪火，我与祖国共成

长”主题实践活动，扎实推进“四史”学习教育，

着力营造学“四史”、知“四史”、明“四史”的浓

厚氛围。

活动由滨海新区基层理论宣讲团成员于云

得老师授课，汉沽一中的65名学生参加了活动。

学习“四史”是现阶段青少年思想学习教

育的重中之重。活动中，于云得老师分别以

新中国的故事、祖国在我心中两个主题深入浅

出地讲述新中国的发展历程，鼓励学生争做有

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此次

活动不仅是一次心灵上的洗礼，更是行动上

的鞭策。

汉沽街王园里社区

宣传人口普查意义
引导居民依法配合

时报讯（记者 刘芸）今年我国迎来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为让辖区居民进一步了解此

次普查的相关内容，促进人口普查工作顺利开

展，日前，汉沽街王园里社区开展人口普查宣

传服务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地向群众解答

人口普查的相关问题，充分利用宣传画、宣传

页、横幅、明白纸等多种载体，广泛深入地宣传

人口普查工作的意义和要求，引导广大居民依

法配合普查，如实申报普查项目。通过此次宣

传活动，让辖区广大居民了解开展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的重要意义，提高了居民的知晓率，

为后期普查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茶淀街清园里社区

举办“颂党爱国”展演活动
凝心聚力共建美好家园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茶淀街清园里

社区举办“颂党爱国”红色展演活动，通过回顾

党的光辉历程，展现广大党员的责任担当，动

员社区群众坚定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清园里社区将党员红与志愿红融为一体，

以诗词歌赋的文艺形式表达对新中国生日的

祝福和中秋团圆的美好祝愿。一首《做习近平

的好战士》奏响了人民军队向成为世界一流军

队砥砺前行的时代强音，全场同唱《我和我的

祖国》更是将活动推向了高潮。此次活动充分

发挥社区文艺团队的作用，增进了邻里互帮互

助的感情，形成凝心聚力的强大合力，共同建

设美好社区大家庭。

寨上街东风里社区

老人摔伤求助社工
贴心服务及时解忧

时报讯（记者 刘芸）“我的手摔了，疼得不

行！快帮帮我！”日前，家住寨上街东风北里的

蒋大爷托着受伤的手臂，踉跄着走进居委会的

大门，向社区工作人员求助。

辖区所属网格网格长看到老人满头大汗，

立即走上前去询问情况。原来，老人在回家的

路上不慎摔跤，摔伤了胳膊，一时间疼痛难忍，

便想到来居委会寻求帮助。社区工作人员立

刻开车带着老人回家拿了医保卡，前往医院就

诊，并及时通知了老人的女儿。排队、挂号、陪

同检查……社区工作人员分头行动，直到检查结

束，确定老人有女儿照顾后，才返回工作岗位。

据了解，东风里社区实施网格化管理，社区

每名工作人员作为网格长分管几栋楼，具体到

户，为居民提供服务。居民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

间到居委会求助，体现了居委会和居民“心连心”。

寨上街建阳里社区

“家长课堂”社区开讲
指导孩子顺利入园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近日，寨上街建阳里

社区邀请辖区欢乐颂幼儿园园长赵悦为入园

新生家长开展了以“如何让孩子更快地适应幼

儿园生活”为主题的家长课堂活动，为适龄入

园幼儿家长提供报读指引，更好地指导和协助

家长做好孩子入园准备。

活动中，赵悦从父母和孩子都需要做好心

理准备；入园前帮孩子掌握生活、语言、社交三

项基本技能；做好姓名贴、备用的衣物鞋袜等

物质准备；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等方面进行了

详细讲解。同时，赵悦还提示家长，在秋冬和

春季，要培养孩子勤洗手的好习惯，多带孩子

锻炼身体，增强抵抗力。

幼儿园的学习生活对孩子与家长来说，都

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此次活动的开展对幼儿

园保教工作的展开、幼儿的身心发展都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下一步，社区将举办更多实

用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活动，在丰富辖区居民

业余生活、拓宽辖区居民知识面、增进居民与

社区之间的关系上下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生态文明

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有效

提升辖区企业环保管理水平，在促进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有效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寨上街率先推出“环保管家”

新型服务模式，向街道辖区内重点民营企

业派驻“环保管家”，进驻企业开展环保专

项服务工作，为辖区企业生产再加一把

“安全锁”。

引入第三方 组成驻企小组

在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要的今天，

引入第三方环保服务力量，不仅能科学客

观地指导环保工作，更能为企业提供强有

力的技术支撑，如同“管家”一般，时刻守

护安全，让企业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发展，

不失为一种管理服务模式上的创新。自

2020 年 6 月 1 日以来，寨上街启动“环保

管家”服务工作，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

务公司作为“环保管家”，从专业角度为重

点企业的发展“把脉问诊”，并提供一站式

环保服务，实现高效精准治污。

街道公共管理办、营城工业园园区办

与第三方环保管家共10余人组成驻企专

班小组，共同对辖区企业进行全面摸排，

基本掌握了企业的手续资质、生产工艺、

涉污类型、治污设备情况。通过筛选，制

定了需加强监督帮扶的12家企业名单，

并安排专人进行驻企服务。向企业提供

环保培训、环保技术、环保检查、政策咨

询、环保问题整改等方面的检查和指导

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

一些环保问题。

提供专业化针对性服务

“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有相当比例

的企业希望政府部门能加强专业化、针对

性的服务指导，帮助他们避免在环保上出

现问题，影响企业生产。”寨上街道公共管

理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然而，目前生态

环境部门任务重、人员少，街道一级又缺少

专业人员，难以满足辖区企业的环保需

求。寨上街为满足企业需求，探索推行“环

保管家”服务的模式。“驻企小组会通过例

会、微信群等渠道及时交流每日工作情况，

与区生态环境局建立联动机制，对发现的

重点问题、屡次提醒仍不整改的企业，及时

向区生态环境局通报。截至目前，已向企

业出具整改建议45份，专场培训2场，解答

企业咨询百余次，切实将环境保护网格化

工作落到了实处。”该工作人员表示，以前，

发现企业有环境违法行为后都是立案处

罚，而派驻“环保管家”进民营企业，就是帮

助民营企业查找环境风险隐患，就发现的

问题和隐患及时与民营企业沟通，提出整

改措施，和民营企业一起想方设法解决问

题，为民营企业排忧解难，实现由“事后惩

罚型”监管向“引导服务型”监管转变。

对症下药 未雨绸缪

“当时我们危废仓库的‘三防’（防扬

散、防流失、防渗漏）做得不到位，这些以

前从未注意的细节，被‘环保管家’给挖出

来了，还开了‘处方’，建议我们进行地面

防腐防渗处理。”对于“环保管家”的入驻，

寨上街辖区某企业负责人表示非常欢迎，

称他们既是企业的管家，更是环保方面的

专家，弥补了企业长期没有专业环保人才

的缺陷。

寨上街始终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重要位

置，坚持精准治污，出硬招、实招，做到工

作措施、责任落实、追责问责精准有效。

街道通过开展“集中基础辅导+分类重点

培训”的方式，为辖区企业做好一对一“保

姆式”服务，为建立“一企一策”有针对性

地开展助企行动打好基础。据了解，在今

年的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中，寨上

街的“环保管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全力

加强对企业的环保宣传，提高企业主体责

任意识，对重点企业加大巡查力度，发现

问题及时提醒。

未来，寨上街将严格落实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抓紧抓实突出环境问题整改，

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决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记者 刘芸

日前，茶淀街按照“城乡同步、干净有

序、美丽宜居”的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紧抓全域党建、社区治理、城市

清洁，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大力“治脏”“治

堵”“治乱”，让人居环境更加清爽宜居。

坚持党建引领 助推社区治理

茶淀街以全域党建助推社区治理，以

党建引领文明，通过党群合力、区域联动、

内外兼修，组织辖区企业、单位、物业党组

织、党员全程参与。以志愿活动日为依

托，党员志愿者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清除小广告、规范车辆停放、捡拾垃圾，让

党徽在城区的每个角落闪光。

把握关键环节 整治重点区域

茶淀街综合执法大队、安监中队联合执

法，重点对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居民楼

院、沿街店铺橱窗处的小广告、乱贴乱画、老

旧楹联、私拉乱扯、店外经营现象进行逐一

整治，集中执法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

制。对五羊里市场、九龙里市场等重点区域

下大力度规范整治，加大巡查力度。

线上线下发力 营造宣传氛围

茶淀街充分利用电子屏、宣传栏、微信

群、微信公众号等线上线下载体，张贴宣传

标语，发放宣传材料，形成全民参与，共建

美好家园的浓厚氛围。鼓励村民在自家庭

园栽培花草树木、育养盆景、种植果蔬，全

面提高乡村绿化覆盖率。落实长效卫生保

洁机制，努力打造村庄整洁、环境优美、生

态宜居的农村环境新面貌。 记者 刘芸

大力“治脏”“治堵”“治乱”

茶淀街多措并举优化城乡环境

寨上街推出新型服务模式 提升辖区企业环保管理水平

“环保管家”为企业生产再加“安全锁”
■ 启动时间：2020年6月1日

■ 服务模式：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公司作为“环保管家”，从专业角度为
企业的发展“把脉问诊”，并提供一站式环保服务，实现高效精准治污

■ 服务成果：截至目前，已向企业出具整改建议45份，专场培训2场，解答
企业咨询百余次，切实将环境保护网格化工作落到了实处

为了深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基层宣传思

想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日前，汉

沽街田华里社区开展抗击疫情文化演

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

本次演出的主题为“疫”情百态·“疫”

路向前·“疫”起记录·美“疫”身影——疫情

下的DIY文化艺术节。节目类型涵盖戏

曲、音乐、舞蹈、小品等，并将疫情防控期

间真实发生的感人故事作为创作素材，

用艺术的手法为居民们开设了一场生动

有趣的防疫小课堂。本次活动的节目全

部由居民自发创作，优美的葫芦丝旋

律引人入胜，男女大合唱展现出抗疫

必胜的决心，充满诗意的朗诵铿锵有

力，欢乐的三句半《不获全胜 决不收

兵》将活动氛围引向高潮。整台演出

展示了居民的艺术才华，丰富了社区

的基层文化生活，充分展现了社区

居民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赞美、对传

播社会正能量的歌颂和对参与抗击疫

情的自豪。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疫”路向前 歌颂新时代
汉沽街田华里社区开展抗击疫情文化演出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连日来，寨上

街开展了商业系统专项检查工作，切

实做好商贸领域疫情防控以及安全保

障工作，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营

造安全、有序、和谐的市场环境。

此次专项检查中，寨上街经济发

展办公室、公共安全办公室联合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公安、消防等相关部门

共同组成了执法检查队伍，深入汉沽

百货大楼、平阳里大楼超市、牌坊街大

楼超市、寨上农贸市场、建设路菜市场

等商业场所，针对疫情防控、消防安

全、食品安全等事项进行了全面检

查。检查人员按照“发现问题、扭住不

放、解决问题、形成闭环”的原则，针对

发现的隐患问题，督促企业迅速整改，

并要求企业进一步强化主体责任，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提升安全生产意识，

确保寨上街菜市场、大型商超等安全

有序运营，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寨上街

商业系统专项检查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走在临近稻田的土埂上，记者被眼前

的情境吸引着：稻穗随着秋风摇摆，黄澄

澄的一片，沙沙作响。水沟中，时不时地

有手掌般大的小河蟹“横行”于稻田之

间。杨家泊镇自然资源丰富，该镇在发展

经济的同时，不忘保护生态环境。稻蟹混

养的立体种养殖模式可以保证稻米是绿

色有机食品。据介绍，在不使用化肥实施

绿色种植的情况下，立体养殖的水稻一亩

地产出能有 600 多公斤。镇里专门聘请

了技术专家对稻蟹混养进行指导，使农户

的种养更加科学合理，水稻10月中旬即

可上市，已有不少周边客户前来预订。

杨家泊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稻田

里的螃蟹不需要人工投喂，以水中的浮游

生物、底栖生物、害虫为食，节省了人工和

成本，养殖出的螃蟹也绿色健康。而螃蟹

连续多次蜕掉的外壳还能作为水稻的肥

料，促进水稻的生长，形成健康绿色的循

环生物链。这种不上化肥的纯天然种植

方式让其口感更好、更利于身体健康，还

可以减少农作物病虫害、减少农业生产成

本，实现“多赢”。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杨家泊镇根据区域特点，扎实推进质

量兴农，突出农产品的绿色化、优质化、特

色化、品牌化，全面推进春耕备耕，实现应

种尽种。截至目前，共耕种土地19312.45

亩（其中玉米9945亩、葡萄3587亩、其它

5781亩）。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结合

天津农学院的科技帮扶，大力推进传统大

田作物向优质高效农业、生态农业转变，

引进种植鲜食玉米147.36亩和金手指葡

萄73.15亩。大力推广“稻蟹混养”立体养

殖模式，种养殖面积达1400余亩，提高了

农民的亩产收益。提升水产畜牧养殖层

级，推广环保处理工艺，突破企业发展瓶

颈。积极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建设

推进畜禽养殖走集约化节约化设施化之

路。上半年该镇农业生产产值达到1.1亿

元（其中种植业711万元、畜牧业4560万

元、渔业5354.7万元）。推动东庄坨 200

亩蔬菜种植基地申报工作，完成 9300 亩

土地治理工程后期验收手续整理工作

等。杨家泊镇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农

民增收为目标、以扩大规模为抓手，坚

持质量优先、效益优先的原则，因地制

宜调整农业结构，多措并举，让广大农

民真正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尝到

甜头。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兴旺”，“农

村致富”离不开“科学种田”。杨家泊镇以

绿色发展为导向、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加快推进种植结构调整为抓手，通过良

性循环生产模式辐射周边，带动广大农户

走生态保护、高效快捷、可持续发展致富

路子，通过“做精产业布局、做强农业园

区、做大特色产业、做好结构调整”，确保

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

下一步，该镇将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发展以智

慧、设施、种源为特色的高效农业，推进蔬

菜集约化、标准化生产；着力发展以种养

一体、循环节水、育种孵化、工厂化为特

色的水产业，积极培育农产品知名品

牌；落实好农业支持保护（秋粮）补贴、

棉花种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农机深

松整地作业等惠农政策；推进高标准完

成规模化规范化设施农业示范园区建

设，推动蔬菜集约化、设施化、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增强蔬菜安全生产、保障供给

的能力。 记者 刘芸

稻蟹混养迎来丰收年

杨家泊镇：发展生态农业走出致富路
“刚才这个稻田蟹正在用大爪子偷吃稻子呢，被我们发现，一溜烟就跑到水沟

里躲起来了。这么原生态的养殖环境里的螃蟹肯定好吃，我们得买点带回去。”日
前，市民李女士来到杨家泊镇广良谷物种植家庭农场游玩，看到稻田里的河蟹激
动地说。今年以来，杨家泊镇坚持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不断加快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实施“一村一品”战
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不断增强，生态型现代农业发展取得明显实效。

◀杨家泊镇稻蟹混养迎来大丰收 记者 何沛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