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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街道

加强防疫 应对返工潮
春节过后，新区迎来返工潮，社区防控压

力也逐渐增大。为了切实推动社区的属地责

任落实，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新河街道加强

辖区疫情防控，对社区防疫工作进行指导。

根据上级部署和街道的要求，各社区建立

返津人员工作登记台账，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

规范要求，组织网格员对返津人员的流动情况

进行严格排查，按照不同风险地区政策给回津

人员详细解释，及时跟踪回访，实现闭环管理，

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同时，对辖区的重点活动

场所、重点环节、重点区域、重点对象的疫情防

控措施进行再细化、再完善、再加强，推动各项

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具体，确保辖区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记者 程菲

新河街道

打击走私 保障居民安全
春节假期结束后，为打击走私违法犯罪行

为，新河街道各社区对辖区内大型超市进行重

点排查，在疫情防控期间为社区居民的食品安

全做好保障。巡查中，社区工作人员对超市内

的香烟类产品做仔细排查，确认生产地，确认

无涉及走私产品，并呼吁商户在疫情防控期间

提高对相关产品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通过此次排查，新河街道各社区呼吁广大商

户和居民在购买香烟类产品时注意相关重要事

项，一旦发现走私或假冒伪劣产品立即举报，提高

共治共享理念和意识；呼吁居民少聚集，同时提醒

商户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物资需求。 记者 程菲

新河街退役军人服务站

上门服务 解老兵燃眉之急
近日，新河街退役军人服务站按照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优抚处要求，为辖区内25名伤残军

人办理换证事宜。其中，杨国清是一名85岁的

高龄老人，患有半身不遂等疾病，由于保管不

当，不慎将伤残证丢失，杨大爷的老伴刘奶奶便

赶紧联系了新河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寻求帮助。

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在与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报备延迟领证后，便提出上门为老人办理

补证手续。在办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向两位

老人耐心解释，在核对所有信息后，让杨大爷

签字确认并按上手印，前后不到10分钟便办

理好了手续。“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刘奶奶激

动地说。 记者 程菲

日前，为进一步提高老旧小区物业服

务水平，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新河街道

召开旧楼区物业议事协商会，总结上一年

工作情况，规划新一年服务工作。

一直以来，新河街道始终牢记“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践行初心使命，把各项为

民服务工作做实做细。

“有你们在，我们心里就踏实”

新河街道老旧小区居多，配套设施老

旧破损，为了更好地为民服务，为居民提

供良好的居住环境，街道、社区多方发力，

团结辖区力量，落实共同缔造理念。

春节期间，处处洋溢着过年的喜庆，

但是家住新河街道幸福楼小区的居民却

发了愁。小区内化粪池满溢、污水跑冒，

发出难闻刺鼻的的气味，令过往行人恶心

不已，也给小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极

大的不便。虽然是春节假期，但是一接到

居民的求助电话，震新社区的工作人员还

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区物业，带领维修人

员进行清掏。由于有些地方淤泥堵塞严

重，疏通困难，清掏师傅顾不上脏和臭，下

手去掏，社区工作人员则在现场做好清掏

作业的后勤保障。经过一上午的持续工

作，化粪池排水终于通畅了。居民韩大妈

高兴地说：“谢谢社区工作人员和清掏师

傅们，我们小区终于干净了，大家都能过

个好年了！”

类似这样为民解忧的事情几乎每天

都在新河街道各个社区上演。前几天，赵

家地社区10栋1门的单元楼门不知什么

原因突然锁住了，进不去家门的居民急坏

了，赶紧打电话求助社区居委会。社区工

作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协调开锁。经过一

番努力，回家的门终于打开了。被锁在楼

门外的居民李大妈握着社区工作人员的

手，由衷地说道：“真是太感谢社区了，不

管是大事小事，只要有你们在，我们心里

就踏实多了。”

“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件小事”

为使广大居民度过一个文明祥和的

新春佳节，珠江里社区联合望月物业开展

了以“喜迎新春佳节，美化社区环境”为主

题的新春环境卫生大清整活动。春节期

间，工作人员充分发扬不怕脏、不怕累的

精神，劳动场面热火朝天。经过6个多小

时的努力，共清运垃圾、渣土2车，清理卫

生死角40余处。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极

大地改善了社区的整体环境。

为进一步提升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

平，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日前，新河街道

还召开了旧楼区物业议事协商会，总结上

一年工作情况，规划新一年服务工作。相

关老旧社区负责人员表示，今后将进一步

在楼内外清扫保洁、环境巡视管理、车辆

停放秩序管理等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

力和精力。此外，社区还将继续履行监督

职能，督促物业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动员

广大居民群众积极参与进来，形成管理机

制健全、小区面貌整洁、人居环境改善、管

理有序的良好局面。进一步发动辖区单

位、群众“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

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良性互动治理格局。

据了解，自从新河街道开展共同缔造

活动以来，秉持人民情怀，坚持群众需求

导向，以党建为引领，以“共谋、共建、共

管、共评”为手段，街道整合资源、凝聚力

量，共同缔造果实累累：共解决配套设施

建造、供暖、社区改造、物业管理等各类民

情实事 1465 件；协调解决企业各类问题

370个，涉及金额近570万元。

新河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街道将始

终践行为民服务理念，坚持‘群众事无小

事’原则，认真对待群众的每一件小事，接

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在工作中贯彻‘为民服务’宗旨。在全心全

意为民服务和全力以赴干事创业中，推动

辖区发展，打造美丽新河。” 记者 程菲

寒假期间，新河街道组织辖区青少年

开展读书活动，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

增强青少年课外阅读的积极性，倡导孩子

们树立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

在南河底社区，孩子们在社区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静静地

阅读了近一个小时后，大家开始交流读书

心得，并相互推荐、介绍自己喜欢的书籍，

一起分享知识大餐。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读书氛围浓厚。居民们纷纷表示：“读书活

动太好啦，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希望社区

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我们绝对支持！”

2 月 11 日上午，在大家欢度新年之

际，漓江里社区收到了辖区韩东昊同学捐

赠的《福尔摩斯全集》和《十万个为什么》2

套21本书籍。韩东昊同学的妈妈说，这

些书都是韩东昊上小学时学习和阅读过

的，在参加社区组织的读书活动时，了解

到社区图书室可以接收居民捐赠图书，于

是决定将这两套书籍捐赠给社区，供大家

借阅，让大家共享读书的乐趣。下一步，

漓江里社区将充分发挥社区图书室功能，

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的道德素养和文化

素质。 记者 程菲 摄影报道

积极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新河街：凝聚力量做实做细“群众事”

倡导“多读书、读好书”文明风尚结硕果

图书赠社区 小居民共享书香

捐书现场捐书现场

◎解决配套设施建造、供暖、社

区改造、物业管理等各类民情实事

1465件

◎协调解决企业各类问题370
个，涉及金额近570万元

清掏现场清掏现场

点滴真情送关怀

春节前，古林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

员深入官港低保困难家庭走访慰问，详细

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健康情况，送去慰

问金和慰问品，并叮嘱他们有困难及时与

社区联系。

官一社区联合红色未来爱心协会针

对辖区残疾困难家庭进行走访慰问。每

到一户，一行人都会详细了解他们的生

活近况，在送去节日慰问品的同时，还为

行动不便的残困老年人送去轮椅，让他

们的出行更加方便。此次走访慰问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

号召力和向心力，拉近了社区与辖区居

民的距离，解决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使困难居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

和关爱。

凯旋苑社区则联合港益燃气公司以

及社区志愿者针对辖区残困家庭、高龄

老人等群体进行走访慰问。每到一户，

工作人员都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

活情况，鼓励他们积极面对生活，有困难

找社区。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们宣

传普及安全知识，仔细检查每家的燃气

设施及供暖情况，叮嘱大家在节日期间

注意安全。

欣欣里社区党组织带领志愿者深入

辖区2户独居老人家中走访慰问，不仅送

去慰问品和节日祝福，还帮助老人收拾家

中杂物、检修用电设备、更换室内照明灯

和家中煤气炉灶，确保老人过个平安祥和

的新春佳节。

社区是个温暖大家庭

艾维诺社区则开展了“迎新春送福

字、送关爱”主题活动。社区工作人员深

入辖区高龄老人、残困家庭以及重点关爱

学生家庭进行走访慰问，送去了慰问品和

节日问候。社区还向居民业主发放新春

“福”字，一句句暖心的祝福，让居民群众

真切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馨与和谐。

同时，居委会召开志愿者表彰大会，代表

全体居民感谢一年来在疫情防控、全国文

明城区创建等工作中支持社区无私奉献

的广大志愿者。

部分社区则组织开展了“我们的节

日·春节——送政策，送温暖”志愿服务活

动，积极为广大居民群众宣传解读新政

策，将好政策送到百姓手上，将温暖送到

百姓的心窝上，提升群众幸福指数。活动

以倡导“就地过年、同样温暖”为主题，用

“心”更用“行”，现场志愿者们积极热情地

向周边居民群众派发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等相关宣传资料和手册，针对人民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志愿者们更是细致地

进行答疑解惑，用暖心之举让居民群众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度。活动采取群

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全面深入宣传惠民政

策，在现场营造了浓厚氛围，志愿者们也

为居民群众送上了党和政府最真挚的新

春祝福。居民纷纷表示：“感谢这次‘送政

策，送温暖’活动，更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和关怀。”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辖区困难党员、弱势群众、高龄独居老人等

古林街：给困难群体家人般关怀
春节期间，为让生活困难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帮助他们度过一个温

暖祥和的新春佳节，古林街道针对辖区困难党员、弱势群众、高龄独居老人、留津
过年的外地工作人员等群体开展春节慰问活动，让他们在寒冷的冬日里感受到家
人般的温暖和关怀。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新

区司法局、古林街道办事处针对2020

年下半年辖区公共法律服务法律顾

问工作进行考核。新区司法局、古林

街武装部、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室、

古林司法所以及全街各村居相关工

作人员参加。

考核组严格按照考核细则对法

律顾问工作进行量化考评，在肯定工

作成效的同时，对发现的问题和不足

之处提出明确整改意见。

会议强调，全街各村居要进一步落

实好公共法律服务这一民心工程，推进

“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切实解决群众

最关心、最急迫的问题；加强对法律顾

问的管理，提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规范

化、信息化建设，使群众享受到普惠均

等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

古林街

量化考评法律顾问 占压燃气管线占压燃气管线 拆拆！！
日前，古林街道综合执法大

队依法拆除辖区睦林里东侧占

压燃气输气管线的平房主体，消

除了安全隐患。

据悉，在前期巡查确认违建

事实后，古林街道综合执法大队

对涉及的房屋所有人先后下达

了《整改通知书》《限期拆除决定

书》等法律文书，责令当事人立

即整改。为尽快解决燃气管线

占压问题，执法大队针对当事人

的抵触情绪，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耐心讲解占压燃气管线的危

害性。同时，该大队与港发燃气

公司进行实地勘察，制定拆除计

划。通过多次走访，反复沟通，

最终确保燃气管线占压拆除清

理任务顺利推进。目前，现场清

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古林街

开展安全专项检查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古林街道相

关负责人带队深入辖区重点单位进行安全检

查，并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整改意

见。检查组要求，各责任部门要时刻绷紧消防

和食品安全这根弦，确保节日期间消防、食品

安全万无一失。

与此同时，全街各社区还结合实际情况，

及时安排部署各项安全稳定工作。福渔园社

区联合滨海交警港北大队开展交通安全警示

教育培训会，向居民讲解道路交通安全常识，

提升安全意识；海信园社区则召集辖区物业公

司负责人针对疫情防控、消防安全、人员密集

场所用电用气安全情况进行详细部署，及时开

展专项检查整治，保障居民安全。

古林街

与中骏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古林街道与

中骏集团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街道办事处成

功举行。会谈中，古林街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双方互相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服务古

林街经济发展。中骏集团天津公司负责人则

详细介绍了拟在古林街东部城区投资建设的

“中骏·世界城”项目。

据悉，“中骏·世界城”项目为商业综合体，

计划投资30亿元引入全球200个知名品牌，每

年提供2000个就业岗位，全力打造发展型、服

务型城市消费新模式。

古林街

送立功喜报 拥军暖人心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陆军某部传

来好消息，古林街道优秀服役青年包珊玥荣立

“三等功”。区关爱退役军人协会、区退役军人

服务中心、大港武装部、古林街武装部以及古

林街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一行第一时间

将“立功喜报”、慰问金及鲜花送到包珊玥家人

手中，并与其家人亲切交谈，了解他们的身体

和生活情况。同时，也希望他们继续倾力倾情

支持女儿在部队长才干、立新功，为家乡争光

添彩。

“感谢党和部队对女儿的培养，使女儿得

到部队和家乡的肯定。作为家属，我们将继续

鼓励她在部队再立新功，为国家多作贡献。”

包珊玥父亲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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