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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街道商会

加深企业交流 促合作谋发展
为助力企业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打造良

好创新创业生态，日前，新港街道商会组织10

余家辖区会员企业负责人来到明大华中创新

加速器开展企业交流会，在为企业排忧解难的

同时，促进相互间的合作。

首先，天津玺名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玺名讲

解《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及企业知识产

权保护的常见法律问题》。随后，新港街道商

会秘书长齐妍讲解《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财税问

题》。最后，各企业代表现场交流，积极沟通，

充分展示了各经济主体在新港街道商会组织

下的蓬勃生机。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新尚里社区

爱心义卖活动 资助贫困儿童
近日，新港街道新尚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联合京华合木幼儿园和新滨海义工协会，

开展党建引领公益集市暨爱心小跳蚤义卖活动。

活动现场，一片吆喝叫卖声吸引不少路人

驻足。在孩子们的精心布置下，各类绘本、书

籍、玩具、儿童饰品、毛绒玩偶隆重登场。摊位

前，小店主们一板一眼地为各自售卖的物品进

行标价、竞拍。你出一块，我出三块，在讨价还

价声中，大家认真挑选，为爱付出，为爱奉献。

据悉，此次义卖所筹善款将全部汇入新滨

海义工协会“小艾包”项目，用于资助贫困山区

少年儿童的学习和生活。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启航嘉园社区

亲子读绘本 书香伴成长
日前，启航嘉园社区邀请滨海新区第一幼

儿园老师，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亲子绘本阅读活

动，为12对亲子带来一场生动有趣的绘本体

验课。

活动在绘本《大象吸水》中拉开帷幕，老师

用生动的语言，结合书本的靓丽图画，带领大

家进入大象吸水的故事。通过提问互动的方

式，让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说出绘本里的

故事和情节。接着，老师又带来《野餐》，“一

天，男孩和女孩一起提着野餐篮子走下山，他

们在山下遇见了绵羊、小猪和鸭子。”在老师声

情并茂的朗读中，小朋友们放飞想象，融入情

景，开心地笑了起来。亲子共读绘本活动不仅

能让亲子关系变得融洽，更有利于孩子在溢满

书香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此次活动受到孩子

和家长的欢迎与好评。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精准聚焦攻难点
环境整治持续“美颜”

为巩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创

建成果，连日来，新港街道针对老旧小区

多、卫生环境差、车辆乱停乱放等诸多治

理难题，采取多方联动、多措并举、齐抓共

管、全域参与治理新模式，对辖区路段进

行全覆盖、无缝隙整治清理。

新港街道相关负责人利用周末两天

时间，带队前往河口街、益民桥铁路沿线，

组织召开国家卫生城区复审区域“十乱”

整治现场会，现场摸排，现场调度，确定整

改标准，明确责任单位及整改时限。截至

目前，共清理垃圾10车，清理屋顶杂物54

户，清理乱堆乱放 25 处，施划停车位 21

处，清理广告30余处，更换井盖10个，清

洗信息栏 13 个，清理乱搭乱挂 20 余处。

该区域“十乱”问题全部整改完毕，社区街

面、巷道面貌有了较大提升。

“环境整治与百姓生活质量挂钩，这

是一项长期工作。”新港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街道将强化细化整治标准、责任落

实、排查落地、跟踪整改、主动联动，补短

板、强弱项，切实促进辖区人居环境水平

提档升级。

心系群众办实事
担当作为解民忧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

新港街道社区全体党员干部“急群众之所

急，想群众之所想”，始终把群众的“小事”

当成自己的“大事”，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

益、解烦忧。

最近，新尚里社区居民刘某遇到了烦

心事，由于残疾，刘某日常出行需要借助

楼道扶手。最近，他发现楼道里的扶手损

坏了，他的出行成了难题。了解情况后，

新尚里社区党委立刻安排并协调各方社

会资源，爱心企业鹤童公司采购了新的扶

手送到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很快就把扶手

安装好了。刘某很高兴：“有了新扶手，出

行安全多了！”

安定里社区网格员在日常巡查时，发

现小区树木出现害虫。为有效预防小区

绿植病虫害孳生，安定里社区党委立即联

系绿化专业队伍，为安定里、广开里小区

内的大树喷洒杀虫药，对虫害较严重的点

位进行重点清理，增加喷药次数和强度，

并提前告知居民关好门窗，做好晾晒衣物

的防护措施。灭虫行动有效遏制了病虫

害对树木的影响，为居民营造了良好的生

活环境，居民纷纷点赞叫好。

加快构筑免疫屏障
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为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推进辖区

疫苗接种进度，新港街道根据整体部署，

落实属地责任，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全力

抓好疫苗接种、人员排查管控，落实落细

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坚决守住疫情防控

安全底线。

与此同时，街道严格落实重点环节重

点领域防控措施，扎实做好冷冻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工作，保障食品和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5月22日，新港街道主要领导

先后来到辖区 2 个一级冷库——天津港

国际物流冷链基地、泰达行冷链基地和盛

通永久核酸检测堆场进行实地走访，检查

冷链企业防疫工作，向企业负责人传达

市、区有关冷链从业人员管理最新要求，

督促企业做好物品消杀、人员集中居住管

理，确保疫情防控工作无死角、无盲区。

“新港街道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通过‘汇民情、聚民意、解民忧’‘走基

层、转作风、听民意’等一系列活动的开

展，让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在一件件民

生实事中得到积累，让党的旗帜永远飘扬

在基层、飘扬在群众身边。接下来，街道

将继续向辖区群众广泛征集问题线索和

意见建议，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落细

落实，切实把实事办好，办到群众心坎

上。”新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

邓娟 通讯员 皮晓菲

连日来，新港街道各社区通过多种形

式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发党组织活

力，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入行”。

三百吨社区开展“红色引领”系列活

动——建党100年党史知识竞赛，以赛促

学、以学促行。活动分为线下竞赛、线上

活动两部分。线下竞赛以现场抢答的形

式进行，内容涉及中国共产党发展史、新

中国史等相关知识。比赛中，大家精神

饱满，抢答积极，现场气氛紧张热烈。线

上活动通过小程序进行题目设置，并依

托“组织在线”平台，发布竞赛活动的网

址、二维码，引导居民参与学习。

近开里社区组织辖区党员，开展“学

好百年党史 汲取奋进力量”主题教育

宣讲活动。由退休党员张宝婵宣讲，大

家共同学习《中国共产党简史》主要内

容。社区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让社

区党员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

奋斗历程的同时，更加深刻感悟到中国

共产党矢志不渝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宗旨。社区党委将以此为契机，发动社

区党员把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到实际工作

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摄影报道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新港街道妇

联，在我困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帮我

走出困境，你们不愧是贴心的娘家人，为

我们办了件实实在在的好事！”安定里社

区困难母亲杨迎迎感激地说。

按照新港街道民心工程整体部署，

新港街道妇联承担了单亲困难母亲救助

工作。日前，街道妇联开展困难母亲关

爱帮扶救助活动，为6名单亲困难母亲

发放了慈善救助款物，把党和政府的温

暖送到困难妇女心中。在发放仪式上，

街道妇联负责人为6位困难母亲集中发

放慰问金、慰问品，鼓励她们树立生活信

心，勇敢面对困难，并嘱咐她们有困难随

时找妇联，妇联组织就是她们的娘家。

近年来，新港街道妇联始终把关心

妇女儿童、救助困难群体作为妇联组织

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切入点，把关

注民生、扶贫助困作为应尽之责，通过生

活救助、医疗救助、困难学生救助、妇女

安康保险、法律援助、心理抚慰等形式，

为单亲困难母亲和困难家庭儿童解决实

际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了

妇女姐妹的一致认可。

邓娟 通讯员 孙凯 摄影报道

坚持“党建引领共同缔造”巩固文明创建成果

新港街道：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新港街道贯彻落实“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

念，立足基层所需、群众所盼，围绕民生重点工作攻坚任务，将党史学习教育
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动力。

新港街道妇联

关爱困难母亲 当贴心娘家人
新港街道各社区

党史学习教育“以学促行”

新北街道司法所

普法讲座 为孩子撑起保护伞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新北街道司

法所、裕川家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公

共服务法律顾问开展普法知识讲座，引导未成

年人树立法治意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讲座中，专业律师通过“以案说法”，为未

成年人普及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

未成年犯罪法》《天津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和

《天津市预防未成年犯罪条例》中的相关法律

知识，帮助未成年人树立规则意识、防范意识

和培养自我保护能力。新北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本次讲座立足群众需要，通过送法到身

边，进一步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辨别是非的能

力，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新北街道妇联

童心向党 共绘时代画卷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日前，新北街道妇

联携手塘沽小画家乐园举办“童心向党·童画

时代”儿童绘画展示活动，展现少年儿童爱党

爱国的情怀和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活动中，长卷的设计者、辅导老师于滨向

大家介绍了创作长卷的初衷和制作过程。整

个“童心向党·童画时代”画卷高 1.5 米、长 6

米，学生们将对党的祝福写在作品上。随后，

新北第二小学学生的小合唱《南湖小木船》、塘

沽小画家乐园学员们的配乐诗朗诵《红领巾心

向党》、欧美小镇社区巾帼合唱团和新北第二

小学同学演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出对党和祖国的祝福。最后，党史知识有

奖问答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伴山人家社区

聆听党史 传承红色力量
时报讯（记者 韩春霞）近日，新北街道伴

山人家社区邀请退休老党员、“七彩新北”百人

党史宣讲团成员吕志青为辖区学生带来一堂

别开生面的党史课。

课堂上，吕志青分别从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开会的意义，

成立党组织的历史背景等方面向辖区青少年

进行了讲解，同时，添加了党史知识互动环节，

激发青少年的爱党爱国热情。大家纷纷表示，

今后将认真读书，增长本领，长大后为国家建

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物业小区是基层治理的痛点之一。

在新北街道裕川家园社区，所辖5个自然小

区中有3个是无物业小区。由于长期缺乏

规范的管理，这几个小区脏乱差问题日益

凸显。近日，裕川家园社区联合新北街道、

共建单位、志愿者，齐心协力治理无物业

小区“脏乱差”问题，提升社区环境。

裕川家园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几个小区老旧楼房多，所以多数问题都

是无人管理下形成的卫生“顽疾”，比如环

境卫生差、绿化带杂草丛生、门口乱堆放

等。为全力解决小区环境问题，此次整改

行动，社区采取了点位责任制。“前期，社

区网格员进行了拉网式的摸底排查，并整

理了各点位的问题清单，后期我们再对照

问题清单逐个’击破’。”该负责人说，在前

期上门入户，充分做好宣传引导工作的基

础上，大家的工作得到了小区居民的理解

与支持。

虽然整治过程中烈日炎炎，但工作人

员干劲十足、情绪高涨，针对发现的问题立

即整改，确保整改一处、达标一处，做到无

堆积杂物、无暴露垃圾，让整改成果切切

实实惠及于民。同时，倡导居民之间互相

监督，杜绝垃圾乱扔乱倒现象，共同改善

小区生活环境。为避免整治后问题反弹，

社区工作人员还通过上门劝导、发放告知

书和电子屏宣传等形式向居民宣传文明

创建的意义，从而让文明之风吹进小区的

每个角落，让共创共建理念深入人心。

据介绍，裕川家园社区今后将继续加

强对无物业小区的整治和管理，同时大力

动员小区居民参与，让广大居民成为小区

治理实践中的“设计师”和“主人翁”，营造

自觉抵制、摒弃不文明行为的浓厚氛围，

提高居民文明素养，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记者 韩春霞

坚持党建引领
发挥红色力量

近日，新新家园社区工作人员发现小

区内多处道路坑洼不平，破损严重。为保

障居民出行安全，社区居委会第一时间联

合物业、居民代表召开共建共商会议。会

上，物业当即表示会启动维修资金对路面

进行修缮，并在第一时间组织专业施工队

伍对相关道路进行改造提升。同时，为确

保维修顺利进行，物业还安排专门人员对

维修过程进行监督跟进，确保维修效率及

质量，得到了小区居民的一致称赞。

据新新家园社区党委书记刘长艳介

绍，该小区物业也是新北街道红色物业联

盟成员单位之一。近年来，社区牢筑“党

建引领+基层服务”理念，通过积极发挥

党建联盟的红色力量，不断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如今，得益于“红色物业”力量的支

持，在社区大党委的带领下，小区顺利实

现了垃圾当日清、违建全拆除、维修及时

做、安全有保障、停车有秩序的良好局面，

不仅社区环境越来越宜居，居民满意度也

在不断提升。

立足惠民利民
解决百姓难题

新北街道通过“百姓需求”平台汇集、

微信公众号征集、“红色民情议事厅”搜

集、党员干部走访等方式，了解群众对公

共设施、人居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并围绕

“创建为民 创建惠民”宗旨，坚持从细处

入手，从实处着眼，往深处发力，着力解决

群众的实际问题。

位于新北街道辖区内的金元宝滨海

农产品交易市场是滨海新区唯一一家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占地面积10余万平方

米，现有商户2000余人，车马熙攘颇为常

见。但是由于停车位有限、缺少道路标

识、管理力度小等原因，导致车辆进出、停

放困难，严重影响了市场运转效率和市场

整体环境秩序。为解决这些难题，近日，

新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专门走访了金元

宝滨海农产品交易市场，并通过现场办

公，制定解决方案。连日来，通过发放整

改告知书，清理“僵尸车”、仓储车、违停

车，划定停放、禁停区域，绘制地面指引路

线、标识，专人分片分区负责等举措，有效

解决了该区域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周边

环境秩序大为改善。

开展志愿服务
激励群众参与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为进一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

实，用实际行动传递志愿服务精神，新北

街道将志愿服务作为文明建设的重要抓

手，作为文明创建常态化的重要载体，充

分发挥志愿服务队的作用，带领广大居民

群众积极投身到巩固全国卫生城区创建

成果、建设美丽“滨城”中来，营造全民参

与、人人出力的良好氛围。

连日来，新北街道各社区纷纷开展

“人人争当志愿者 人人都是网格员 人

人都是缔造者”志愿服务活动。由党员

干部、退役军人、学生、退休老党员等群

体组成的志愿服务团队对街头巷尾、楼

层门户的卫生死角、堆放杂物、乱贴小广

告进行彻底清理，对毁绿占绿、不规范停

车、私装地锁占车位等问题进行重点整

治。志愿者们活跃在街头巷尾，共同维

护辖区环境的身影，成为了街道一道道

靓丽的风景线。为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

保护环境的队伍中来，志愿者们还对临

街商户、过往行人进行文明劝导，号召广

大居民树立公德意识，爱护环境，共同建

设美丽家园。

抓好精细管理
促进上下联动

此外，新北街道还通过建立健全“党

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机制，抓好城市精

细化管理。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新北

街道依托现有的社区管理体系和信息平

台，构建了“街道—社区—小区—楼栋—

个体”五级网络组织体系，通过以片带面、

以面带块，上下联动，充分调动了各方助

力文明创建常态化工作的积极性，从而确

保“事事有人管 件件有人做”。

针对社区、经营场所、重点点位的卫

生问题，街道还借助网格优势，建立“3+

N”巡查督办机制，对辖区内的小区、背街

小巷、主次干道、菜市场、旅馆、餐饮店等

进行每日巡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无法解决的及时上报，做到微事网格互助

办、大事街道协调办。

记者 韩春霞 通讯员 刘阿敏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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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街道：聚焦“四个重点”巩固创建成果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如火如荼

开展，新北街道坚持以“我为群众
办实事”为切入点、落脚点，通过聚
焦党建引领、惠民利民、志愿服务、
精细管理，不断提升辖区百姓在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国家卫生区中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助力文明创建常
态化、长效化。

各方力量齐心治理无物业管理小区“脏乱差”问题

净化社区环境 提升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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