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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沽街道田华里社区

抓常态 破难题 惠民生

汉沽街道：精细管理共同缔造美丽家园

绿树红花，
环境优美；
车水马龙，
文明
出行；广场社区，卫生整洁；志愿服务，暖
心关爱……初夏的汉沽街道，
社区面貌日
新月异，
文明新风扑面而来。从整治城区
环境卫生到整治老旧小区和乡村环境提
升，从整治城区秩序到加强建筑工地管
理，
从提升建设农贸市场到规范整治餐饮
门头……汉沽街道一项项重点工作加快
推进、一个个顽疾问题不断整治、一批批
民生难题逐步破解，
广大居民的生活环境
更整洁、更放心、更舒心。

整洁，
楼宇内明亮如新，
绿化带通透美观，
小广场秩序井然，
色彩艳丽的公益广告点
缀在花草之间，
舒适怡人的生活环境让人
眼前一亮。走在前坨里小区中，
随处可见
管理的精细用心。小区有自行车集中停
放区，标线清晰，车辆停放有序。
“消防通
道禁止停车，爱护环境保护家园”……贴
心的警示标语在小区内随处可见。垃圾
箱上都标注着可回收垃圾、不可回收垃圾
等，
垃圾箱周围也十分干净。考虑到居民
的生活习惯，
社区还规划了专门区域让居
民放置咸菜缸，有定制统一的咸菜缸盖
子，
让每一个咸菜缸都有了防尘挡雨又美
观的“小帽子”
。居民自豪地告诉记者，
这
个小区是一个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老小
区，没有物业管理。小区实行网格化管
理，每一个楼门都有楼门长，从公共设施
巡查，
如消防管道、瓷砖脱落、墙皮污损巡
查，
到公共设施运行管护、绿化养护、楼宇
内卫生检查等都有人管。今天的美好环
境都是社区组织居民共建共管的成效。

共建共管精细用心
文明小区亮点突出

硬件更新环境整洁
老旧小区改头换面

小区是市民的家园，
小区管理、服务、
环境如何，直接关系到百姓宜居指数、幸
福指数。走进汉沽街道前坨里社区，
道路

环境卫生是一个小区的“门面”。随
着近几年汉沽街道整治环境卫生工作的
开展，各社区堆积多年的垃圾消失了，一

连日来，汉沽街道重点整治
环境短板，全面提升城市形象。
围绕社区小区环境提升找准不
足，靶向施策，全面整改，与居民
一同用“共同缔造”这支画笔描
绘美丽家园，为广大群众带来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团乱麻的线缆拔除了，
市容市貌变得靓丽
了。王园里社区毗邻汉沽地区两所中学、
一所小学，
小区外部环境优美，
人流量大，
但由于小区楼龄长，
很多公共设施年久失
修，
内部破旧，
一直被居民诟病。如今，
王
园里社区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令人耳目
一新。居民谢桂珍老人每天早上 6 点半
来到小区健身器材处锻炼身体，7 点半出
门为孩子购买早餐。孩子上班后，
她和老
伙伴们在小区里排练广场舞。
“我在这里
生活了快 20 年了，数这段时间小区变化
最大。以前小区车多人乱，
现在很多硬件
设施更新了，
生活方便多了。
”
老人说。
记者看到，
小区内外墙面上都张贴着
文明宣传标语，垃圾箱整齐地摆放在楼
门 口 ，每 栋楼下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
“楼前原来杂木丛生，占了大片地方。社
区把树刨了后又清理了垃圾，
整理出一片
空间，现在带着小孩来玩，心里可亮堂
了。”一位居民对记者说。在汉沽街道，
像这样摘掉“脏乱差”帽子的老旧小区还
有很多。去年以来，汉沽街道针对居民
小区内外存在的线路“蜘蛛网”、侵占消
防通道、车辆乱停乱放、楼道乱堆乱放、
门店无证无序经营等环境卫生、公共秩
序问题不定期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大大
改善了环境卫生面貌和人居环境。

提升目标长效管理
逐步破解民生难题
“要让精细化管理的理念渗透到每个
环节，将各项监管目标再提升、管理责任
再细化、整治措施再强化，
久久为功，
从细
微之处着手，滴水穿石抓整治，提升城市
品质。
”
汉沽街道负责人表示。
汉沽街道牢牢树立抓“长”
、抓“常”
意
识，
完善长效机制，
制定常态措施，
持续提
升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常态化执
法。为严控乱设摊点，整顿市容秩序，执
法队员每天早上 6 点准时上岗，在主要路
口、商街、集市上巡逻执勤，
并一直值守到
晚上，对流动摊贩即查即清，严控回潮。
“网格专员”常态化督导。将重点区域划
分成网格，派驻专班成员进行全方位督
导，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 回头
看”
常态化整治。通过“回头看”
对整改不
到位、有反弹现象的问题进行再次整改，
全面从严抓好整治，有力破解各种“顽
疾”。对老旧小区进行整治改造，粉刷楼
房外墙，
硬化小区道路，
安装监控设施、路
灯，
修复健身器材等。
“蝶变”
后的小区，
路
变宽了，景变美了，生活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
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
记者 刘芸

杨家泊镇积极营造整洁优美生活环境

茶淀街道留园里社区

清整卫生 扮靓村庄
庄

健康义诊进社区
真情服务暖人心
时报讯（记者 刘芸）为不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积极为群众办实事、
办好事、
解难题，
日前，
茶淀街道留园里社
区将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的医
生和医疗设备请到社区内，
举办健康义诊
活动，
为社区内的中老年人带来福音。
活动现场，
前来咨询问诊的居民络绎
不绝。医护人员认真地为居民们测量血
压和血糖、作心电图等多项检查，
同时讲
解如何通过改善饮食习惯来提高身体素
质，
提醒老年人平时加强锻炼，
提前预防
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
并对居民提出的
问题进行耐心解答。活动后，
医生和志愿
者们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体检服
务，
为84岁身患多种疾病的退役老兵宋宝
友和有肢体残疾、
患心脏病的张殿兰大娘
测量了血压，
作了心电图检查，
为他们分
析病情况状和应注意事宜。
“医护人员来
到家中义诊，还有骨科专家帮我分析病
情，
我太高兴了。
”
张殿兰大娘激动地说。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田华
里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学习党史 坚定
信念 永远跟党走》进行为期一天的主题党课
学习，不断增强党员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课上，大家用笔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感，
有的还通过微信党员群分享心得体会。课后，
大家纷纷发表感言。
“通过学习，
思想受到了洗
礼，
进一步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今后一定要
加强学习，
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发挥余热、
贡献余力，
积极配合好社区各项工作。
”
老党员
姜勇说。

汉沽街道大王瞿阝村

公厕卫生环境差
修缮改造解民忧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近日，汉沽街道大王
瞿阝村村民向村委会反映，
位于村西北的一个公
厕是旱厕，没有接通自来水。夏季到来，公厕
内卫生环境较差，
影响村民使用。
接到反映后，
村“两委”
工作人员立即到现
场进行查看，经过研究商议，决定联系街道有
关部门对该公厕进行修缮改造。通过现场查看
并结合群众意见，
针对没有自来水情况，
着手接
通自来水；
针对坑位设计不合理，
立即进行整改，
重新设计；
考虑到老年人腿脚不便、
站立困难，
决
定在公厕内另设两个坐便器；
公厕门口台阶较高
影响老年人上下，
计划用水泥抹平。目前该公厕
正在改造施工中，
很快将完工投入使用。
据介绍，大王瞿阝村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
盼”
作为工作宗旨和目标，
紧跟百姓需求，
哪里
不满意就改哪里，哪里需要就到哪里。目前，
村内已配备 5 个冲水式公厕，有专人打扫，内
部环境整洁，
坑位充足，
另有自来水洗手池、拖
把涮洗池等。

汉沽街道芦前村

建筑垃圾随意堆
及时清理除隐患
清整闲置绿地

清理卫生死角
日前，杨家泊镇杨家泊村组织志
愿者在村内开展环境卫生大清整活
动，
积极营造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
活动中，志愿者们对公厕、路面、
垃圾桶、绿地、花坛等重点点位进行了
全面检查、清整、保洁。针对卫生死角
脏乱差等情况进行了彻底的整治。只

见大家撸起袖子，弯下身子，扫的扫捡
的捡，在各自包干的区域内分工合作，
井然有序。
杨家泊镇还从“小处”着眼、从“细
处”着手，对清拆、清整、清除出来的闲
置地块进行合理规划。通过与村民协
商对清整后的闲置地块进行分类使

用，并计划围起篱笆，动员大家栽种花
草或者种上时令蔬菜，着力打造成“小
果园、小菜园、小花园”，扮靓村容村
貌。此次清整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村民
们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为加快美
丽宜居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茶淀街道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

自查整改隐患 确保辖区安全

检查消防设备是否齐全

主题党课学党史
坚定信念践初心

时报讯（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连日
来，茶淀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对辖区社区
小区、商场、菜市场等消防重点场所开展
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确保辖区消防安全，
消除火灾隐患。
检查中，检查人员重点查看了楼道内
消防栓和灭火器是否完好、社区内微型消
防站建设、消防通道是否有堵塞、消防设
施是否定期检查、是否有过期失效灭火器
等情况。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如

微型消防站上锁、灭火器未定期检查、消
防通道被堆物堵塞等，要求各单位立即整
改并举一反三，全面开展安全隐患自查整
改工作。
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结合此次消
防专项检查情况，对消防重点场所提出
要求和建议，要求各社区小区、商场、菜
市场定期排查消防设施设备，发现损坏
等情况第一时间修复更换，确保消防设
施完好有效；要求微型消防站工作人员

熟练掌握各项操作技能，确保微型消防
站内消防设施易拿易用；要求各单位持
续 进 行 楼 道 堆 物 清 整 ，做 到 不 留 死 角 、
全面覆盖。
据介绍，茶淀街道将进一步深化消防
安全工作，加大消防安全宣传普及力度，
切实提高各单位负责人责任意识及消防
意识，加大消防安全排查整治力度，深入
推进“打通生命通道”等专项行动，为打造
消防安全环境打下坚实基础。

落实应急预案 强化险情监测 检查整治隐患

寨上街道：防洪防汛 筑牢“安全网”
入夏以来，
寨上街道结合实际迅速行
动，组织开展各项检查及隐患整治，落实
应急预案，
强化险情监测，
防患于未然，
扎
实做好防洪防汛工作。

设防汛防潮指挥部
做实各项保障工作
为贯彻落实市、区防汛工作会议精神
和文件要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日前，寨
上街道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
组织和动员
全街上下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抗大灾”，
扎实做好防汛工作。防汛防潮指挥部成
员、
街道应急排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部署工
作、
分解任务，
为迎接汛期做好充分准备。
寨上街道设立防汛防潮指挥部，
负责
指挥街道防汛防潮工作，
由办事处主任周
保峰任总指挥，各处级领导任副总指挥，
以各科室负责人、村居党组织书记为成
员，做到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调度。
同时，为应对防汛突发事件，成立现场指

◎设立防汛防潮指挥部，
负责指挥防汛防潮工作

◎召开防汛工作部署会，
对 2021 年防汛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开展防汛安全大排查，深入排查消除低洼地带、危险住房、河堤、海堤、泵站、
学校、
商场等场所防汛安全隐患
◎加强防灾减灾知识宣传，
提高防汛意识，
提升防汛技能
挥部，下设抢险救灾组、物资保障组等七
个工作小组，
负责现场应急处置。

措施到位重点突出
提前谋划做足准备
寨上街道部署 2021 年防汛工作，提
出措施要到位、重点要突出，进一步抓好
防汛预案、防汛物资和防汛抢险队伍落
实，切实做到情况明、底子清、反应快、措
施实，
确保政令畅通、科学调度。同时，
要
加强防汛值班和信息报送，采取有力措
施，落实汛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对值班人
员、领导到位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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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排查储备物资
提高意识提升技能

汛期信息畅通，切实做到未雨绸缪，防患
于未然。
街道要求，要分析形势，提高认识。
全街上下集中精力，杜绝侥幸心理，有备
无患，确保安全度过汛期。要加强领导，
落实制度。认真落实各项防汛抗灾工作
制度和防汛抗灾工作责任，
健全领导挂帅
防汛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防汛网络，确
保每个重点地段、每个点位都有人负责。
切实加强隐患排查处理、防汛物资储备工
作，
适时开展防汛应急管理和抢险技能培
训，
全方位提高基层业务能力。要反应迅
速，配合协调。在防汛抗灾中，雨情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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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就是命令。防
汛期间如遇突发险情，
要在立即投入抢险
工作的同时向街道指挥部领导报告，
在街
道防汛指挥部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
主动
高效做好相关工作。

■ 邮 编 ：300456

日前，寨上街道开展防汛安全大排
查。深入排查消除低洼地带、危险住房、
河堤、海堤、泵站、学校、商场等场所防汛
安全隐患，尤其是 2020 年汛期出现过险
情的区域，保证查全、
查实、
查细，
将隐患整
改到位。切实加强防汛物资储备工作。
配备抽水泵、雨衣、雨靴等防汛必备物资，
保证物料质量，做到存放有序、调度灵
活。持续高度关注天气变化，
做好暴雨等
灾害天气预警预报，
并提前做好启动应急
预案的相关准备。加强防灾减灾知识宣
传，
向群众发放防灾减灾知识手册，
提高防
汛意识，
提升防汛技能。
记者 刘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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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刘芸）
“路边堆了这么多建
筑垃圾，也没人清理，摆在儿这太碍事了。”日
前，汉沽街道芦前村有几户村民同时装修住
宅，产生多处建筑垃圾堆放，物业清整能力有
限，未能及时清理，村民将此情况向巡查的网
格员进行反映。
网格员接到村民反映后，
将该情况通过工作
APP进行上报，
又协助村委会联系清运车及时清
理了建筑垃圾。同时，工作人员还在村内进行
全面巡查检查，
对发现的乱堆乱放逐处进行清
理。
“现在好了，
道路畅通了，
孩子们在外面玩也
不怕磕磕碰碰的危险了。
”
村民高兴地说道。
下一步，芦前村将继续加大清整力度，以
路边、河边、田边、村边、屋边“五边”
为重点，
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动员广大群众巩固保洁成
果，
建设美丽家园，
创建文明村镇。

汉沽街道小马杓沽村

灌溉管道出现故障
志愿者出手解难题
时报讯（记者 刘芸）
“急着用水灌溉的时候，
管道突然没水了，
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
日前，
汉
沽街道小马杓沽村村民焦急地向村委会求助。
目前正值春耕育苗时期，
农户用水量大，
灌
溉管道出现故障制约着村内的农业生产。小马
杓沽村村委会接到村民诉求后，
马上组织志愿者
前往检修。经全方位排查，
志愿者们发现故障点
在连接两处水井的应急管道阀门处，
水井中的水
无法正常输送到农田中。锁定问题后，志愿者
们买来新阀门，
借来扳手、铁锹等工具，
将损坏
的阀门换下来。他们顾不得管道中的水伴着泥
土喷溅到脸上、身上，
一遍遍耐心地调试安装，
最终将管道修好。
“这真是给老百姓办了实事，
解
决了我们的实际困难。
”
围观的群众纷纷表示。

寨上街道建阳里社区

亲子手绘帆布包
共为百年添色彩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寨上街道建阳
里社区携手共建单位欢乐颂幼儿园开展“我为
百年添色彩”亲子手绘主题活动，培养孩子们
的爱党爱国情怀。
活动中，
专业老师详细介绍了彩绘帆布包
使用的各种材料、
制作方法、
绘画技巧及注意事
项等，
孩子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在老师
的指导下带着父母
“一展身手”
。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创作，
一幅幅或可爱或诗意的画，
让原本素
净的帆布包变得动人起来，
变成一份体现满满
创造力的
“劳动成果”
，
把幸福美好
“袋”
回家。
此次活动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爱党爱国
的红色种子，同时也增进了亲子感情，为孩子
们的童年留下了多彩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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