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街道组织专场招聘活动

4街镇 2020年10月31日
星期六责编：张港 校对：肖仲 制作：王金刚Community

■ 社 址 ：天 津 市 滨 海 新 区 新 港 路 1814 号 宝 龙 城 市 广 场 一 号 楼 广 电 大 厦 ■ 总 编 办 公 室 E- mail:bhsbzbs@126.com 65622926 ■ 报 刊 编 辑 部 ：65622960 ■ 邮 编 ：300456 ■ 广 告 热 线 ：65622929 ■ 门 市 ：65622968 ■ 发 行 热 线 ：65622967 ■ 印 刷 单 位 ：天 津 报 业 印 务 中 心

搭建平台
创新线上招聘模式

自 2020 年初以来，国家、天津市及

滨海新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双战双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措施，稳

妥有序推动企业复工复产，保障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

今年年初，为进一步做好劳动者就

业和企业复工用人保障工作，畅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渠道，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

现就业，新村街办事处联合海河人才全

力搭建“互联网+就业+人才”的互联网

互交平台，实现求职登记、岗位发布、资

源对接等环节的信息化、网络化，让移

动互联网招聘、求职逐步成为主要就业

渠道。

新村街相关负责人介绍，与传统现

场招聘会相比，网络招聘模式具有针对

性强、覆盖面广等特点，能为企业招聘人

才提供更精准的渠道，提高企业与劳动

者的参与度，满足企业人力资源需求，帮

助企业解决用工难题，双管齐下推动实

现更高质量就业，“在无接触情况下实现

了线上招聘、线上宣讲、人才选拔、视频

面试、线上测评，最后实现线上录用、线

上办公，这种方式既确保了求职人员的

安全，又有效解决了企业招聘难题。”

精准帮扶
实现高效岗位配置

据了解，今年 4 月至 9 月，新村街联

合海河人才共举办 7 场网络招聘会，其

间参会企业307家，提供岗位4774个，实

际网上浏览人数达 5648 人次，达成就业

意向418人，为助力全面复工复产、缓解

企业用工难、稳定社会就业人员情绪、严

格防控疫情营造了方便、快捷、安全的社

会环境。

为了提高就业服务的精准性，新村

街还以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

员、退役军人等为重点，举办网络专场招

聘会。其中，新村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和

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始终将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工作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多

措并举，助力就业创业。比如抓住节后

企业集中用工契机，积极组织退役军人

参加专项招聘活动，共组织参加各类专

场招聘会5场，60余人参加。

此外，新村街还联合辖区企业和用

人单位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上招聘

不停歇”的全天候全覆盖就业服务平台，

为广大劳动者提供及时、真实、准确的培

训、招聘、政策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信

息，不断提升街道就业服务水平。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智）10月29日，新村街碧

海龙都社区在辖区开展诚信建设宣讲活动，进

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

进诚信体系建设。

活动中，社区宣讲员向广大居民宣传道德

诚信有关知识，引导大家做一个诚实守信的

人，形成“诚实守信、团结互助、健康向上”的社

区道德风尚，争做诚信的传播者和践行者。

日前，胡家园街远洋滨瑞社

区组织举办趣味运动会，丰富居

民文化生活。

运动会共设置了投飞镖、套

圈和“寻宝大作战”三个项目。活

动一开始，现场就沸腾起来，选手

们积极踊跃。大家相互鼓劲、你

追我赶，加油声、鼓劲声和呐喊声

一浪高过一浪。大家的脸上都挂

满了开心的笑容。

远洋滨瑞社区工作人员表

示，通过社区趣味运动会的举办，

进一步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文化

生活，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增强了人们参与社

区活动的意识，增进社区邻里之

间的情感。同时希望通过这样

的活动号召居民从家中走出来，

多活动、多锻炼，促进家庭、邻里

和睦，展示和谐的社区风采。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新村街民主街社区

慰问抗美援朝老兵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时报讯（记者 张智）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日前，新村街

民主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关爱退役军人服

务站开展慰问抗美援朝老兵活动。

民主街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关爱退役军人

服务站工作人员来到抗美援朝老兵韩东昌家中

进行慰问，与韩东昌和其家人亲切交谈，对他为

国家和人民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并祝愿他身

体健康，安享晚年。韩东昌老人向大家讲述了

自己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

的故事，重温了曾经的革命岁月。“感谢党和国

家对志愿军老战士的关怀，我在有生之年还要

继续发扬抗美援朝精神，继续关注新区发展建

设，为社区发展鼓劲加油！”韩东昌老人激动地说。

新村街拥军里社区

垃圾分类我先行
社区妇女在行动

时报讯（记者 张智）近日，新村街妇联联

合拥军里社区妇联、宏盛日安技术有限公司组

织辖区妇女举行“垃圾分类我先行，美家美妇

在行动”垃圾分类趣味知识竞赛。

活动中，社区妇女积极参加互动游戏，一

人描述卡片物品，另一人猜，在一片欢声笑语

中，将容易混淆的垃圾分类知识熟记于心。在

欢快而紧张的活动氛围中，大家收获了知识和

喜悦。拥军里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活动让

广大妇女同胞体验到自己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

主力军作用，让大家更好地成为垃圾分类的宣

传者、参与者、推动者，携手共建美好环境。

新村街2020年上半年网络招聘会落下帷幕

街道就业服务平台不打烊
日前，历时140天的新村街2020年上半年网络招聘会圆满落下帷幕，其间共吸引

307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4774个，达成就业意向418人，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今年上半年，新村街充分发挥网络平台优势，积极推行“互联网+就业+人才”模式，

深入了解辖区广大居民和企业需求，精准帮助支持企业复工复产稳就业保发展，为辖区
企业和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

新村街碧海龙都社区

诚信宣讲进社区
争做诚信践行者

趣味运动会 居民嗨起来

今年以来，新港街认真贯彻落实区

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党建引领、

工作机制、作风建设三个重要保障，努力

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双

赢”，全力加快重点工作攻坚步伐。近日，

新港街召开会议部署第四季度工作，提出

将“保社会稳定、保民生兜底、保辖区发

展、促工作提升”作为四季度各项工作的

总要求，动员全街上下紧盯全年工作目

标，确保2020年各项工作圆满收官。

全力做好辖区民生保障工作

“往年家里暖气热不热？屋子暖不

暖？有没有跑冒滴漏现象？是否得到妥

善处理？”近日，在近开里社区组织居民代

表召开的“暖气热不热”意见征集会上，社

区工作人员针对温度不达标、服务热线打

不通、诉求解决不及时等供暖期间可能遇

到的问题进行信息收集，并向供暖部门反

馈。在供暖季来临之前，“暖气热不热”意

见征集工作正在新港街各社区全面展开。

供暖是关系民生的“温度计”。新港

街将全力做好辖区民生保障工作，将推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同加强和改善民生工作有机结合，在

供暖期来临前做好群众“暖气热不热”意

见征集工作，主动作为，抓好辖区十余万

户群众供暖工作。

全力实现疫情常态化卡口管控

按照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部署要

求，日前，新港街道办事处在新港中学体

育场开展大规模人群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筛查演练。演练现场就整个筛查过程进

行实操，精心组织、周密设计、密切配合，

演练达到预期效果，取得圆满成功。下一

步，新港街将针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

及时总结此次演练的经验，一方面抓好大

规模人员检测工作预案，进一步健全协调

联动机制，完善各项应急管理措施；另一

方面对辖区流动人口开展排查登记，严格

落实上级要求，抓紧抓实卡口布控工作，

以临战状态与必胜信心，为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赢得主动。

全力巩固创文创卫成果

创文没有终点，文明永无止境。为巩

固创文成果，新港街出台创文长效管理

措施，建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每周定期

开展卫生清整活动，来自街道、社区的工

作人员及志愿者走进大街小巷，劝导不

文明行为，清整环境卫生，扮靓社区家

园，携手助推新区巩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成果。

街道将以“学雷锋志愿服务日”为契

机，以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践行“共

同缔造”理念，加强社区建设。组织召开

各社区物业工作会议，压实工作责任，巩

固创卫成果，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不断满足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全力冲刺年度经济指标

日前，天津中集集装箱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高颖新一行来到新港街，将一面绣

有“精准高效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字样的

锦旗送到街道办事处主任手中，感谢街道

为企业高效服务，助力企业复工达产。据

悉，疫情防控期间，新港街成立“132”帮扶

专班，通过走访收集企业诉求，提供“保姆

式”对接服务，获得企业一致好评。与此

同时，新港街围绕港产城融合发展这条主

线，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抓好新动能

引育工作，并就重点项目投资进行对接洽

谈，真正实现招商落地。新港街将对照

“六稳”“六保”要求，坚持深入辖区企业开

展走访调研，落实各项奖励扶持政策，搭

建辖区企业共建共发展平台，为建设蓬勃

兴盛的港区贡献力量。

全力维护社区社会安全稳定

新港街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坚决防范事故发生。下一步，

将继续认真落实“护城河”工作责任，做

好四季度冬季安全生产工作，对重点企

业、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开展全面排查，

抓好舆情风险防控工作，确保辖区安全

形势稳定。

站在四季度的关键节点，新港街将继

续以攻坚的状态、战斗的姿态，紧盯目标

不放松，以重点工作的突破带动全面发

展。不仅要在思想上有针对性地落实好属

地责任，更要有坚定性、紧迫性，动脑筋想

办法、睁大眼看问题，能解决的不留尾巴，

时刻不放松，主动作为、负责到底。 邓娟

◎抓好十余万户群众供暖工作

◎针对秋冬季疫情防控完善应急措施

◎出台长效管理措施加强社区建设

◎搭建辖区企业共建共发展平台

◎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工
作
主
要
内
容

工
作
总
要
求

◎保社会稳定

◎保民生兜底

◎保辖区发展

◎促工作提升

新港街：聚焦聚力抓重点 决战四季度

为全面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切实增强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持续推进天津

港区安全生产集中式专项整治工作，日

前，新港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来到南

疆港区企业天津实华商储库，进行“隐患

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主题宣讲。

宣讲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分析典型隐患事故

案例，就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出具

体要求。强调“安全”二字说千遍万遍

都不为过、听千遍万遍都不为多、做千

遍万遍都应算少，尤其是在当前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的形势下，复工复产

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正在扎实推

进，此时举办安全生产专题宣讲，就是

再次给企业敲响“警示钟”、拧紧“安全

阀”，守好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堵塞各类安全漏

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秋冬季天干物燥，加之部分企业对

安全生产认识不深刻、企业主体责任

不落实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导致秋冬

季事故多发频发。因此，新港街将严阵

以待，结合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树立“隐患就是

事故，事故就要处理”的理念，按照“铁

面、铁规、铁腕、铁心”的要求，联合相关

行业部门开展执法行动，压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

社会大环境，为新区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邓娟

昨日，新港司法所组织开展社区矫正

对象警示教育，邀请派驻警察为 30 余名

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教育训诫。

警示教育通过真实案例，从遵守监管

规定、加强教育学习、珍惜矫正机会等方面

入手，对全体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生动深刻的

教育训诫。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负责人从

增强学法和遵纪守法意识、增强日常动态

情况报告意识、增强防疫和生产生活安全

意识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并通过现场指导

社区矫正对象写学习心得的方式，进一步

提高学习教育成效。社区矫正对象纷纷表

示，将认真学习和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定，以真实案例为戒，严格约束自己在服刑

期间的行为，争取顺利回归社会。 邓娟

海港社区

志愿服务贴心
收获老人点赞

日前，新港街海港社区开展“敬老爱老、关

爱老龄”志愿服务活动，邀请专业理发师为辖

区老人免费理发。

一大早，辖区老人相约来到社区活动室，

接受专业理发师的贴心服务。年轻帅气的志

愿者认真听取老人的理发需求，以精湛的技艺

赢得老人的信任与赞许。“感觉好像一下子年

轻了好几岁！”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居民王爷爷

有点喜出望外。居民们纷纷表示，老人不出社

区就能享受到免费的理发服务，真心为社区周

到又贴心的工作点赞。 邓娟

新港司法所开展
社矫对象警示教育

新港街开展“隐患就是事故，事故就要处理”主题宣讲

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近开里社区

冬季消防安全系列活动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增强居民消防安全

意识，提升基层应急能力，近期，近开里社区开

展消防安全系列活动。

活动围绕防灾减灾救灾常识、高空抛物危

害、交通安全出行知识及消防逃生小常识开展

安全知识培训，提升居民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

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通过现实生活中的真

实案例，如冬季使用电褥子、电暖气、小太阳，

在楼道为电动车充电等引发的悲剧，提醒居民

定期进行安全检查，避免火灾发生。同时组织

安全员对辖区商户、居民楼消防设施进行检

查，宣传煤气、液化气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活动还组织居民开展消防疏散逃生演练，指

导居民学习掌握在烟火中的避险方法和逃生要

领，并讲解灭火器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指导

居民正确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活动结束后，社

区工作人员为现场居民发放安全宣传手册。

此次防灾减灾警示教育和消防应急演习

旨在使所有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关注消防、珍

视生命的重要性，同时让大家增强自我防范意

识，切实做好火灾预防工作，营造良好的消防

安全氛围。 邓娟

胡家园街馨盛园社区

棋牌联谊比赛
丰富老人文化生活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胡家园街

馨盛园社区组织辖区老年人开展棋牌联

谊比赛，关心关爱老年人，为他们提供一

个展示自身才艺的平台。

此次比赛活动设置了象棋、扑克、跳

棋比赛项目，吸引了社区70余名居民前

来参加。比赛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象

棋组的比赛中，选手们互不相让，每招每

式都搏杀得十分激烈；扑克比赛是一项

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项目，从开赛起就

显现出了快乐、友好的氛围……大家在

各种比赛中享受着浓浓的和谐邻里情。

馨盛园社区工作人员表示，这次比

赛不仅是技艺的交流，更是感情的交流；

既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

切磋技艺的平台，也丰富了居民的业余

文化生活，营造了健康向上的社区文化

氛围。

老人享受上门理发服务老人享受上门理发服务 社区供图社区供图

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进行宣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进行宣讲 街道供图街道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