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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淀街道

举办新年音乐会
歌颂新时代小康生活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由滨海新区茶

淀街道工委、办事处和滨海新区文化馆主办，

茶淀街道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滨海新区文化馆

茶淀街分馆承办的“茶淀街新年音乐会”在滨

海新区文化馆汉沽馆区剧场举办。

本次音乐会特邀晨乐弦乐四重奏乐团为大

家带来表演。乐团精心编排，既准备了著名作

曲家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伊凡诺维奇

的《多瑙河之波圆舞曲》等外国乐曲，也准备了

大家熟悉的中国民歌《茉莉花》《相思河畔》《化

蝶》等。音乐会的最后，全体演职人员和观众齐

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将演出推向高潮。

茶淀街道高度重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本场音

乐盛宴不仅歌颂了新时代小康生活，更奏响了

凝心聚力再出发的序曲。

茶淀街道

部署安全生产
保障平安过节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茶淀街道经济

发展办公室召开“双节”期间重点商业场所疫

情防控暨安全生产部署会，深入贯彻落实区

委、区政府关于做好“双节”期间工作的指示精

神，做好重点商业场所疫情防控及安全工作。

会议要求，辖区各单位要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将测温、扫码、提醒顾客佩戴口罩等工作落

实到位，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对工作人员的

培训，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同时鼓励相关

人员接种疫苗，做到应接尽接。下一步将加强

对辖区重点商业场所的督促指导，将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保障广大群众平安度过“双节”。

茶淀街道

开展宣讲培训
依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茶淀街道针对

各公共机构垃圾分类工作负责人、街道垃圾分

类宣讲队伍相关人员、各居委会、各小区物业

开展垃圾分类宣讲培训，传达滨海新区公共机

构垃圾分类培训会精神，讲解生活垃圾分类专

项执法检查内容。

培训活动号召大家加强学习《天津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天津市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等相关制度规范，要求生活垃圾管理责任

人做到对制度和相关法律责任清晰明了，做好

普法等相关工作，依法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同时

强调，培训后要全面开展垃圾分类进社区、进学

校、进机关、进单位、进企业“五进”活动，教会居民

如何正确分类，激发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

提高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正确率。

下一步，茶淀街道将加强监督考核，聚焦

日常检查、领导批示、媒体曝光、群众举报等渠

道反映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要求及时整改，

拒不整改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汉沽街道芦后村

下水管道冻了
村里上演“急救”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近日，气温骤降，户外

寂静冷清，然而汉沽街道芦后村的“急救”工作

却热火朝天。

原来村里水泵站的下水管道冻上了，蓄水

罐里盛满了水无法排出。“如果不及时排出，可

能将蓄水罐冻裂，不仅影响村民用水，也是对

公共财产的浪费。”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

为了能在十多米高的蓄水罐上安全作业，村委

会租借了吊车，又请来专业人员。忙了大半

天，蓄水完全排空，大家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

下来。此时已接近下午2点，大家顾不上吃午

饭，又从库房抬出两袋卤粉，洒在已结冰的路

面上。“晚会儿吃饭是小问题，如果不及时处理

路面，老人和小孩滑倒摔伤就不好了。”工作人

员的细致工作得到了村民们的称赞。

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

空屋跑水难题
社区齐心解决

时报讯（记者 刘芸）楼上空屋跑水，楼下

居民犯愁，日前，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协调多

部门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烦心事。

近日，家住卫东楼小区1号楼201的居民致

电贾园里社区居委会，说楼上301住户家跑水

了，水已顺着楼梯流到楼下，因对方家中无人，

寻求社区帮助解决。社区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了解到301号房屋长期无人居住，联系不上房

主，近日天气寒冷造成水管破裂、水外溢。于是，

工作人员协调公安部门和供水部门，把整个楼门

的总阀门关掉。经过多方努力，漏水问题得以解

决。为了保障居民出行安全，社区工作人员与

物业一起扫水除冰。小区里的党员、居民也拿着

扫把和铁锨加入到除冰行动中来，一场可能发生

的“水患”在众人的齐心协力下得到了有效控制。

一边是畜禽粪污大量排放污染环境，

一边是耕地有机质不断流失、绿色农产品

短缺；一边是畜牧业一“臭”处理难题，一

边是种植业一“香”产出难题。日前，杨家

泊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投入使用，

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种养结合、农

牧循环、综合利用，打开了绿色农业发展

的大门，为环渤海生态环境治理助力。

生产模式属北方地区首例

近年来，杨家泊镇坚定不移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实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畜牧业绿色发

展。按照“就地消纳、农牧循环、综合利

用”原则，合理确定种植和养殖规模，科学

布局种养业，促进种养业协调发展和农业

生态环境整体改善，以化肥减量化、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为重点，采用还田利用模

式，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杨家泊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

项目坐落在杨家泊镇辛庄村北，由天津

京新鑫科技环保有限公司承建。项目建

成后，杨家泊镇采用政府采购企业服务

的模式探索市场化运行，对全镇域13个

养殖场（小区）养殖废弃物进行统一收

集、集中处理。该项目总占地面积 8000

平方米，发酵车间 5613 平方米，混凝土

框架结构，地上两层为立体式异位发酵

车间，局部地下一层为收纳池。该生产

模式在北方地区尚属首例，项目总投资

1600万元。

采用特有菌种生物发酵技术

“我们的生产过程是纯生物环保发酵

的过程，对环境没有一点污染，利用稻谷

壳、花生壳，配上我们研发的生物菌种，进

行55℃的高温发酵，6个月后生成有机肥

原料和设施农业需要的栽培基质。目前

市场前景良好，周边很多设施农业企业、

养殖大户都前来预订产品。”天津京新鑫

科技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侯静说。

据了解，杨家泊镇畜禽养殖粪污资源

化利用中心预计每年依托异位发酵床工

艺逐步消纳1万吨固体粪便、4.67万立方

米液体粪污污水，并结合异位发酵床添加

的垫料达到年产1.53万吨有机肥发酵原

料（农家肥）的生产能力，实现杨家泊全镇

域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达到镇域内土地

承载力平衡的目标，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

到90%以上。杨家泊镇通过畜禽粪污资

源化利用向高端农业要效益，并将相关信

息电子化，提高了管理效率，有效解决了

养殖大户粪污消纳难和种植大户粪肥供

应不足的问题。

助力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自从安装了畜禽粪污处理设施设

备，畜禽粪便都有了去处，环境变好了，效

益也会提高。”说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高庄养殖小区的养殖大户刘洪春满脸兴

奋，“以前养殖场的猪粪我们只能存着等

外地农户来拉，不但污染环境、气味刺鼻，

邻居们也有意见。现在中心每天定时来

取，大量猪粪都转化成有机肥原料。”

“我们住在附近，闻不到臭味了。”“河水也

变清了。”……对于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的好处，周边村民最有发言权。

按照《滨海新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实施方案》，以杨家泊镇养殖为

基础，以建设杨家泊镇畜禽养殖粪污资

源化利用中心为核心，以全镇域种植土

地消纳为依托，依托源头减量、过程控制

和末端利用的治理路径；合理化布局全

镇域畜禽养殖废弃物收储运体系设施设

备，推动全镇域13个养殖场（小区）规模

化、生产标准化、粪污资源化；推广应用

种养结合还田利用、农家肥加工等畜禽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模式和措施；采取政

府支持、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分类实施

的方式，严格过程监督、执法监管，逐步

形成有滨海新区特色的畜禽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新局面，全量化解决杨家泊镇畜

禽养殖粪污污染。消除付庄排干劣五类

水质，为全面打赢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

提供支撑。该项目的投产解决了困扰杨

家泊镇多年的畜禽养殖粪污污染问题，

项目生产出的机肥发酵原料（农家肥）还

田后，为实现杨家泊镇全镇域种养结合，

开拓新的资源化利用路径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记者 刘芸

日前，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在落实好疫情防控要求

的基础上，依托“墙根党课”宣传平台，开展“百年百课”系列

活动之“百问百答”知识竞赛，丰富辖区居民群众文化生活，

激发社区居民爱党爱国热情，喜迎建党100周年。

比赛开始前，社区秧歌队为参赛居民带来开场节目

《欢庆大秧歌》，热情奔放的大秧歌让居民在寒冷的天气

里感受到如火的温暖。此次竞赛试题共有100道，分为选

手必答题、抢答题和观众互动题，基本涵盖了中国共产党

100年的历史，突出了党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在选手必

答题环节，每位选手都积极思考，认真答题；在观众互动

题环节，观众热情高涨，踊跃回答；选手抢答题环节将整

场比赛推向高潮。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比赛，自身对党史有了

更加深入的了解，深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发展艰辛

而辉煌的风雨历程。观看比赛的观众则表示，通次观看

此次比赛，既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又丰富了自身

的知识储备，希望社区举办更多这样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杨家泊镇绿色农业发展走出新思路

北方首例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模式投产运行
■ 项目总占地面积 8000 平方

米，发酵车间 5613 平方米，总投资
1600万元

■ 对全镇域13个养殖场（小区）
养殖废弃物进行统一收集、集中处理

■ 预计每年消纳1万吨固体粪
便、4.67万立方米液体粪污污水，年产
1.53万吨有机肥发酵原料（农家肥），
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90%以上

杨家泊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杨家泊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
通讯员 崔园园 摄

创办“党员夜校”
推动党员教育常态化

近年来，惠阳里社区推行党员积分管

理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党员自觉参加党内

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但有部分党员因为个

人原因，白天无法正常参加党的组织生

活。为推动党员教育常态化，探索新时代

党员教育培训有效途径，惠阳里社区结合

这部分党员的工作和生活时间特点创办

“党员夜校”，着力为党员“加餐”“补钙”。

“党员夜校”开班授课的第一天，汉沽

街道工委副书记孙月莉作动员讲话。惠

阳里社区还邀请滨海新区基层宣讲团讲

师张励军以“强化党员意识，提升党性修

养”为主题为党员上了一堂党课。听课人

员聚精会神地聆听，认真作笔记，现场气

氛热烈。“这样的‘夜间课堂’挺好，既不影

响白天上班，又可以参加党员集中学习。”

党员们对这种培训方式非常支持。

探索党建工作新模式
实现全体党员教育全覆盖
惠阳里社区创新“线上+线下”“日

场+夜校”模式，结合“送学上门”、创建微

信群等方式，扩大党员教育学习覆盖面。

“线上”就是利用手机通过“学习强国”APP、

“新会党员e家”小程序等开展线上学习；

“线下”则主要结合“三会一课”，组织党员

到社区现场学习。而“日场”和“夜校”两种

模式则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开展学习。“日

场就是我们组织白天学习，主要是针对退

休党员的理论学习。夜校就是针对上班族

党员的学习，我们为了把覆盖面扩大，采用

了夜校轮训的模式。”惠阳里社区党委书记

张静介绍，针对一些行动不便的党员，社区

还特意准备了主题教育学习资料包，由社

区“两委”干部上门入户送到党员手上，并

对他们进行辅导。

“党员夜校”的创办是惠阳里社区创

新党员教育培训方式，加快建设学习型党

组织，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通过不断延伸党

建阵地的时间与空间，提升服务的维度、

拓展服务的广度，实现全体党员教育全覆

盖。下一步，该社区将围绕帮助广大党

员增强本领和能力做文章，继续探索党

建工作新模式，推出新举措，促使党建工

作取得新突破。 记者 刘芸

寨上街道惠阳里社区创新党员学习方式

“夜间党课”开课 党员“充电”忙

寨上街道朝阳花园社区“百问百答”知识竞赛开赛

“从 1 日开始采摘游客就不断，而且

网上预订发快递的也特别多。”这个元旦

假期，汉沽街道小马杓沽村村民李铁柱每

天都早早来到草莓大棚里忙碌，因为草莓

种植基地的草莓到了丰收时节，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采摘。

据了解，汉沽街道今年把工作重点

放在草莓产业提质升级上，引领乡村振

兴。新品种、新种植方式、新病虫害治理

方法……随着一系列生产技术的“刷

新”，村民们既端稳了“饭碗”，又发挥了

“特长”，实现了本地就业、坐地赚钱。

特色草莓拉动乡村振兴

近一年来，汉沽街道研究如何因地制

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高起点规划、精细

化经营，实施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升级，引

领乡村振兴，以农业为主的乡村振兴特色

布局也已经展开。“工业发展助推城镇化

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丢了多年打拼创造的

‘汉沽街道草莓’这一农业特色品牌，让农

民发挥专长、增加收入是乡村振兴、产业

振兴的重要目标。”汉沽街道工委书记张

世生说。在汉沽街道规划中，特色草莓种

植是农业产业振兴的主战场。街道成立

调研组，专门开展草莓绿色发展调研和规

划。现在在大马杓沽村、小马杓沽村、永

丰设施农业基地等区域，一片片高标准立

体草莓大棚拔地而起，里面种植的多个品

种的草莓红艳欲滴。

科技助力绿色种植

“感谢党的好政策，为我们送来了实用

的农用物资。”日前，小马杓沽村草莓种植户

收到了村委会送来的防治害虫的粘虫板。

为大力推广绿色蔬果种植，小马杓沽村“两

委”及工作人员为村里的草莓种植户发放粘

虫板，并宣传绿色种植知识。据悉，粘虫板

害虫防治是利用昆虫的趋黄性诱杀农业害虫

的物理防治技术，具有绿色无公害的特点。

粘虫板可有效降低昆虫密度，不造成农药残

留或增强害虫抗药性，可防治多种虫害。

汉沽街道不断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和绿

色生态农业发展步伐，大力建设以草莓、蔬

菜、瓜果种植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业示范

园区，积极推广集约型、科技型、观光型农

业发展模式，积极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

术，全域、全程、全产业链推进农业绿色高

效发展，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产业振兴留住了特色，拓宽了农民收

入渠道，同时也引来了“金凤凰”——一

大批青年知识型人才助推了汉沽街道特

色草莓从传统种植、销售到现代化立体

种植、互联网销售、草莓副产品研发等新

兴产业链条质的飞跃。抖音直播、网络

带货……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年轻人的带

领下学会了用手机销售草莓，新鲜草莓在

大棚里打包装箱，通过快递等方式转天就

可以送到北京等周边多个城市。

生态改善带来幸福生活

村庄面貌美丽如画，大街小巷平整干

净；垃圾堆不见了，多了几处休闲健身的

小广场；天然气进村入户了……这是记者

在汉沽街道看到的景象。汉沽街道通过实

施人居环境提升工程，重点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开展卫生死角大整治，道路沿线环

境、绿化美化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推动环境

综合整治向村庄内部延伸，实施雨污分离，

街巷污水横流问题得到根治，多节点绿化

美化，一些闲置的空地变成了群众休闲娱

乐的小广场，美化了环境又拓展了空间。

汉沽街道还指导各村在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的同时留住乡愁、留住特色，让乡村成

为传承文化、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村庄美、

庭院美、心灵美已经成为汉沽街道广大群

众的新时代价值追求，乡村振兴开启了新

的幸福生活。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推广新品种 采用新技术

汉沽街道：草莓产业升级 助力乡村振兴

““赛场赛场””上学党史上学党史 献礼建党献礼建党100100周年周年

深冬的夜晚路上行人寥寥，但是，寨上街道惠阳里社区党员活动室却灯火通明，随着惠阳里社区
“党员夜校”开班，多位党员正在这里学习“充电”。为推动党员教育常态化，惠阳里社区探索新时代党
员教育培训有效途径，采用“日场+夜校”模式，实现全体党员教育全覆盖。

草莓采摘客络绎不绝草莓采摘客络绎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