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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一线8年的“小巷总理”
——记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王凤荣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社区工作
者，我希望能够把居民身边的烦心事、
糟心事解决好、处理好，让社区居民享
受到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近日，获
得“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古林
街道福汇园社区党委书记王凤荣谈到
自己从事了8年的社区工作时称，“感
受最深的不是辛苦，而是责任”。

工作中的王凤荣工作中的王凤荣

本市首例!“滨城”开启“交地即交证”新模式

（上接第一版）企业只需一个工作日

即可拿到《交付土地通知书》和《不

动产权证书》，且办事只需跑一次。

以滨海新区为例，企业在缴清

土地价款后，只需到天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窗口填一张

表，提交相关资料，便可取得土地的

不动产权证。而在改革前，企业在缴

清土地价款后才可以依次与交地部

门进行交地，申请权属调查、测绘和

不动产权登记，所需时间大概30天。

“我们在地块成交后立即介入，

将权属调查环节前置，提前向有关

部门收集资料要件，对流程进行重

构和优化，通过信息共享等方式提

高审批效率，将相关办理时限减少

到 1 个工作日，最大限度地缩减企

业办理不动产权证时间，可以让企

业早一点取得土地，早一点拿到不

动产权证，早一点融资，早一点开工

建设，节省时间，提高效益。”天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分局副局

长刘杰对记者说。

实行“一码管地”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市规划资源局调查登记处负责

人介绍说，市规划资源局将在全市

逐步优化推广“交地即交证”颁证新

模式，在滨海新区取得突破的基础

上，发挥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

验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探索推

进不动产登记“一码管地”，即让一

块土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从始至终

编有唯一的“身份证号”（即不动产

单元代码），并拓展延伸地籍调查范

围，统一规范各类调查测绘成果，确

保各环节调查作业协同衔接、地籍

成果共享沿用，避免重复调查测绘，

让各环节业务“一脉相承”，打通规

划资源系统内部“信息壁垒”，通过

采取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流程重构

再造等措施，减少企业群众办件材

料，进一步压缩办件时限，让企业群

众“最多跑一次”，甚至“零跑动”，方

便企业群众办事。

据了解，今后天津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滨海分局将优化土地供应

和不动产登记工作流程，结合“一码

管地”工作，通过“互联网+不动产

登记”模式，利用电子信息数据共享

减少登记要件，减轻企业负担，缩短

办件时效，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在进一步优化程序，形成一套

成熟的、可推广的“交地即交证”工

作模式的同时，还将在不动产登记

领域改革创新，不断提升新区的营

商环境。

“五区”联动 培育海洋经济新动能

“菜篮子”拎出居民幸福感

（上接第一版）“可近几年不一样了，

水果摊位升级成了岛屿式结构，几

家摊位围成一圈，既整洁又卫生，也

能让顾客一目了然。现在自己家摊

位有几十种水果供市民挑选，不光

买的人舒心，我们经营起来也非常

方便。”史桂梅说，市民素质在提高，

个体户的经营也在规范。

濒开里菜市场负责人辛振夺介

绍，濒开里菜市场占地面积4900多

平方米，建筑面积 7900 多平方米，

共有190多家商户，经营着水果、杂

品、蔬菜、水产、牛羊鸡五大类产

品。从以前摊位无序到如今的分类

分区管理，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干净

整洁的购物环境，给市民一个好的

买菜体验。“我们市场还设置了食品

安全检测快检室，每天有专门的工

作人员对进入市场的菜品抽样检

测，并在明显位置进行公示。在这

里，不光要让市民买得舒心，还要让

大家买得放心。”辛振夺说。

而在学校大街菜市场内，一进

门就能看到一张大型市场导购图，

图中粮油面食区、水产区、水果区、

蔬菜区、凉拌小吃区、杂货区、鲜肉

区等区域用不同颜色标识，便于顾

客区分。在旁边，同样张贴着每天

快检室抽样蔬菜的农残检测公示。

近年来，菜市场的升级提升，让

居住在附近的市民切实感受到了便

利。家住吉祥里的魏先生几乎每天

都要到菜市场采购新鲜蔬菜和熟食

产品。魏先生告诉记者，多年来，自

己见证了市场环境发生的变化，采

购的幸福感提升了不少。“过去摊位

扎堆，环境脏、乱、差，水产区域湿漉

漉、脏兮兮，现在管理提升了，经营

有序了，人员的素质也提高了。这

是一个既有烟火气、又有满意度的

地方。”魏先生说。

逛菜市场像逛超市
价格公道、货品新鲜，新区不少

菜市场在对环境进行升级改造的同

时，更注重提升服务品质，方便周边

市民的生活。临近中午，中新天津

生态城居民李阿姨走出位于第三社

区的新鲜汇生鲜卖场，拎着刚买的

蔬菜对记者说：“卖场环境干净、设

施齐全，门口还设置了公平秤，现在

买菜就跟进超市一样，让人买着放

心，吃得也安心。”

记者了解到，目前新鲜汇菜市

场已有签约商户 43 家，涵盖了蔬

菜、水果、水产品、酱货、粮油、面食、

地方特产、新食汇等十几种便民业

态。记者在新鲜汇生鲜卖场内看

到，熟食区域内经营摊位“三防”设

施使用到位、经营商户“三白”佩戴，

蔬菜和水产摊位整洁有序。

干净卫生的经营环境也让这里

的经营户喜笑颜开。面食经营户兰

德新表示：“自进驻市场后，自己也

见证了市场内很多细微的变化，如

疫情防控期间本着对大家负责任的

态度，卖场督促提醒我们商户规范

佩戴口罩，防控一直没有松懈，在这

里经营特别踏实。”兰德新说。

记者从新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获悉，截至目前，新区范围内共有

70 个菜市场。“我们将从满足群众

生活需求角度出发，让新区的菜市

场不仅仅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在服

务上也更突出综合功能，为周边居

民提供方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该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全心全意为居民办实事全心全意为居民办实事

2013年8月，王凤荣来到古林街道福

汇园社区，成为一名最基层的社区党委书

记。她告诉自己，既然挑起了这副担子，

就要全心全意为居民办实事，做一名让百

姓信任的社区党委书记。就这样，她在这

个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8年来，

她始终坚守着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践行着自己的诺言。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居民，让居民获得

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满意度，王凤荣创新

推出了以“霞光工程”命名的一系列“霞光

计划”，从未成年人、青年人到老年人，根

据不同年龄的群体，量身定制了各具特色

的活动和课程，满足了不同年龄层次居民

的需求，得到大家的高度认可。

2018 年，福汇园社区被新区确定为

首批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综合示范社区，

承担起全区的创建参观任务。在一次巡

察中，王凤荣不小心把尾骨摔裂，医生建

议卧床休息两周。可作为社区居委会的

主心骨，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综合示范社

区的建设没有她协调怎么行？为此，她

顾不得身体不适，趴在床上用电话安排

布置工作，实在不放心，就晃着身体到

现场指挥。最终，经过几个月的筹建，

福汇园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综合示范社

区顺利建成，短短两周时间就接待全区

300 多位慕名前来的参观学习者，为新

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起到了重要示范

引领作用。

以身作则建设温馨家园以身作则建设温馨家园

为了创新福汇园社区的品牌，王凤荣

还带领社区的几名志愿者将福泽园路口

的一间垃圾转运站打造成了服务居民的

“雷锋驿站”，为居民提供图书借阅、饮用

水、雨伞、打气等多项便民服务。刚开始，

大家的信心并不是很足，担心志愿者太

少，坚持不下来。王凤荣却告诉大家：“我

们要相信党员的力量，我们以身作则，发

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总会发动更多人

参与进来。如果没有志愿者，我就搬到小

屋来办公值守！”

就这样，“雷锋驿站”从2018年9月一

直坚持到了现在，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已

成为过往居民的温馨家园。与此同时，许

多居民也被值守志愿者们的热情服务打

动，纷纷报名加入志愿者服务队伍。福汇

园“雷锋驿站”也被评为“天津市优秀志愿V

站”，成为古林街道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

冲锋在前为民排忧解难冲锋在前为民排忧解难

2020 年农历大年初一，因突发疫情

接到返岗通知后，王凤荣把儿子送到母亲

家后便匆匆返回了工作岗位，和同事们一

起投入到疫情防控工作当中。

福汇园社区内有3个小区2000余户

居民，外来人口多，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当时，王凤荣每天从7时开始一直连续工

作 14 个小时以上，第一个来，最后一个

走，用自己的行动竖起一面基层抗疫旗

帜。一天19时许，一位处于隔离期的居

民给她打来电话称，他妈妈生病了，需要

立即买药。王凤荣第一时间问清居民所

需的药品，并安抚好他的情绪后，便带上

志愿者直奔大港医院。由于其中一种药

大港医院没有，她又和志愿者辗转了多家

药店，终于为老人买齐了所需的药品。当

这位居民的母亲收到了及时送来的药品

后，激动地向王凤荣和社区志愿者表示感

谢。而王凤荣却说：“共产党员就是为民

排忧解难，为人民服务的！”

疫情防控期间，在王凤荣的带动下，

许多社区党员和居民纷纷加入疫情防控

志愿者服务队伍，为社区筑牢安全屏障。

王凤荣说：“社区居委会是距离居民

最近的单位，我愿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默

默耕耘，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上接第一版）着力建设完善智慧港口、绿

色港口、枢纽港口，凸显北方国际航运枢

纽地位。积极搭建国内国际经济双向循

环的资源要素配置平台，加快国内国际高

端创新要素集聚，打造海洋经济综合服务

基地和创新驱动发展核心区。

二是推动“五区”联动。南港工业

区——以石化和港口经济产业链为支

撑，打造世界一流化工新材料基地和国家

级石化产业聚集区，重点发展化工新材

料、高端精细化学品、石化物流、大宗散货

和仓储物流等产业，加快推进渤化“两化”

搬迁改造，建设国家级石化产品交易中心

和港口石化物流基地。天津港保税区——

依托临港片区，建设国家海洋经济创新发

展示范区，聚焦海水淡化、海洋装备等产

业链延伸与拓展，集聚发展海洋装备制

造、高附加值船舶、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等产业，建设全国海水淡化产业先进制造

研发基地和海水淡化技术创新高地，打造

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制造基地。依托海港，

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优势，推动国际

贸易、加工制造、保税物流、展示展销产业

聚集。天津港港区——充分发挥京津冀

“出海口”作用和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

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发展

集装箱、滚装、邮轮运输。整合天津市域港

口资源，以东疆、北疆和南疆港区作为天津

建设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的主要港口，大

沽口、高沙岭和大港港区重点服务临港工

业发展，为拓展运输功能以及部分货类转

移提供空间，高沙岭港区是天津港未来集

装箱增长的拓展区。推动形成东疆港区高

端多元发展，南疆、北疆港区优化提升发

展，大沽口、高沙岭和大港港区港产联动发

展格局，加快打造世界一流智慧港口、绿色

港口。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积极推

进向东向海发展战略，依托海洋科技园，重

点发展海上油田技术服务、信息技术服务、

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着力提升高端海

洋装备研发生产水平，加快推进海洋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发展，推动形成中海油

渤海区域研发总部，壮大海洋石油产业集

群。中新天津生态城——加快建设中新

天津生态城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以打造

亲海旅游生态空间为目标，重点发展滨海

旅游、文化体验、研学科普等，打造形成国

家海洋旅游和文化产业高地。依托中心

渔港重点发展海洋水产

品精深加工、冷链物流

和休闲渔业等特色产

业，打造北方冷链物流

基地。三是完善“一带”

屏障。沿海蓝色生态休闲带。深入推进

渤海综合治理，推动实施“蓝色海湾”修复

整治工程，加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整治力

度。加强天津港保税区临港片区生态湿

地、南港工业区人工湿地、北大港湿地保

护和修复。依托中新天津生态城、东疆滨

海生活旅游岸线，落地建设一批城水共

融、人水相亲的标杆文旅项目，打造形成

富有活力、生态宜居的蓝色生态休闲带。

《规划》还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兴海洋

产业，巩固做强优势海洋产业，优化升级

传统海洋产业，促进海洋经济创新发展，

推进海洋绿色可持续发展，推动海洋经济

开放合作。

遗失声明
张立水（身份证号 12010719640220

6314）张 瑞（身 份 证 号 12010719880601
6313）遗失或损毁与天津市塘沽城建
拆迁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 w3567AZ

《房屋安置协议书》，特此声明。

（上接第一版）韩远达指出，要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按照

市委和区委要求部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讲话精神上来，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继续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为居民提供更多

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组织医疗专家深入新

区比较偏远的社区开展义诊活动，是区政协会

同农工党区委会、九三学社区委会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的一项具体举措。要积极探索让政协走近

人民群众的新途径和新方式，通过多方联动、

双向发力汇聚民意、凝聚力量，为人民群众办

实事、送温暖、献爱心，努力绘就最大同心圆。

医疗专家为百姓群众办实事送温暖献爱心

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
天津新材料生产基地（一期）建设项目

填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详见（https://
www.teda.gov.cn/bmztc/contents/4655/
124588.html）附件1。如需查阅纸质报告，
可与建设单位或报告编制单位联系。

建 设 单 位 ：郑 建 坡 ，13910579218，
zhengjp.chji@sinopec.com

编 制 单 位 ：卢 珊 ，15922039033，
1341313386@qq.com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等。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 众 意 见 表 详 见（https://www.teda.

gov.cn/bmztc/contents/4655/124588.html）
附件2。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建设单

位或者其委托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
位，提交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