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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沽街道贾园里社区

社区“五老”宣讲党史
为青少年播下红色种子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贾园

里社区关工委开展党史宣讲，开启了暑期夏令

营活动的序幕，首先由社区“五老”志愿者讲授

党史宣讲第一课。

宣讲中，主讲人张励军向在场的青少年介

绍了辖区“五老”志愿者韩福利获颁“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一事，号召青少年向老党员学

习，学习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将老党员

们的精神在“传帮带”中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宣讲结束后，青少年们交流了学习体会。“我们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因为有无数革命

先辈的牺牲和付出。作为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为祖国的强盛作出

自己的贡献。”青少年吕悦恒说。

汉沽街道王园里社区

党员观影学习党史
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王园

里社区组织辖区党员集中观看红色影片《决胜

时刻》和《辛亥革命》，让大家接受思想洗礼，提

升党性修养。

情节起伏跌宕的电影给大家上了一堂生

动直观的教育课，让大家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清

晰的了解。电影结束后，很多人还意犹未尽，

仿佛回到了那段艰难而又催人奋进的岁

月。老党员魏书明说：“这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

历史发展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今后我们要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积极的态度去配合

社区工作。”

汉沽街道滨河家园社区

青少年观看禁毒宣传片
提高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滨河

家园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收看禁毒警示教育

宣传片，进一步深化毒品预防教育，切实做好

社区禁毒宣传工作，提高青少年识毒、拒毒、防

毒能力。

宣传片中介绍了什么是毒品、毒品的种类

以及各种关于毒品的数据，通过讲述现实生活

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向人们证明毒品对身体和

心理的伤害。观看宣传片后，大家内心深受触

动，纷纷表示，不仅学到了什么是新型毒品、新

型毒品的危害、如何抵制新型毒品的侵害等禁

毒知识，也真实地了解到毒品会给个人、家庭、

社会带来的危害，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

汉沽街道大田庄村

多形式宣传防诈骗
提高村民防范意识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大田

庄村开展“预防通讯网络诈骗”宣传活动，切实

提高群众的防骗意识和能力，有效遏制通讯网

络诈骗案件高发势头。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向村民发放宣传单、

入户走访宣传、指导村民下载防诈骗 APP 等

方式，积极开展防诈骗宣传，并提醒村民不要

轻信来源不明的电话，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及

家人的身份证信息、存款、银行账号等情况，叮

嘱他们如遇到可疑情况，应及时与亲属、朋友

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谨防上当受骗。同

时，考虑到很多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获取

信息渠道有限，大田庄村“两委”充分利用大喇

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真实案例。介绍犯

罪分子的惯用手法、作案方式以及如何识别防

范诈骗，提升老年群体和留守群体的防范意识。

汉沽街道新立村

举办爱眼义诊活动
助力老人健康生活

时报讯（记者 刘芸）“奶奶，往前坐，头贴

近这个仪器不要动，我帮您检测一下。”日前，汉

沽街道新立村党员活动室里，老人们正排队等待

医护人员检查视力。为了服务辖区老人，提高老

年人生活质量，新立村村委会联合爱尔眼科医院

免费为辖区内的老年人进行眼部检查。

活动中，医护人员不仅为老年人进行了视

力、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等多项检查，还向老

人讲解了如何正确用眼、如何发现眼病等知

识，提高老年人的爱眼护眼意识。“我以前总是

为了省电关了灯看电视，近来感觉眼睛不舒

服，看东西看不清了，通过这次检查，才知道自

己得了急性青光眼。我得赶紧保护眼睛，及时

找大夫医治。”村民张奶奶检查后说道。

此次活动不仅让老人们享受到在家门口

看病的便利，也让他们对自身眼部状况有了全

面了解。老人们纷纷表示，希望日后能够多组

织这样的活动，为健康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寨上街道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明方向鼓干劲 不忘初心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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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学讲话

走在前列 跑好“第一棒”
学习好贯彻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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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

政治任务，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基层推动各项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思想武器。寨上街道工委班子带头学

讲话、悟真谛、谋建设，以学习贯彻讲话精

神为主线，号召全体党员站在新的百年起

点上，原原本本学讲话、扎扎实实开新局，

落实领导领学、普遍深学、具体研学，全面

加强党的理论武装。

近日，寨上街道工委召开扩大会议，

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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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工委书记带头领学。参会人

员积极发言，交流心得，分享收获。会上

提出，寨上街道将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决

百姓“急难愁盼”问题，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在管党治党上持续用劲使力，以

一流的党建推进街道高质量发展。

干部学讲话

包保送学 上好“第一课”
群众的期盼在哪里，党组织就建设在

哪里，党的理论武装就要跟进到哪里。近

日，寨上街道党员领导干部下基层、进村

居、到院校，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领导干部包保联系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送学到一线，为基

层党员干部上好“第一课”。

寨上街道办事处主任来到包保的大

神堂村讲党课，带领党员共同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新鲜出

炉的“讲话精髓”让村里的党员分外解

渴，倍感振奋。与此同时，街道工委副书

记来到包保的东风里社区，为社区党员

干部和各支部书记开展专题党课辅导。

课上从解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的金句入手，带领大家回顾了中国共

产党的百年历史，又从“我是谁”“我在

哪”“我要干什么”三方面进行宣讲辅导，

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使与会人员再

一次接受了思想洗礼。

党员学讲话

主动研学 开好“第一讲”
连日来，寨上街道各级党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群众性研学活动，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大家备受

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

在朝阳花园社区，由社区党委副书记

刘杨带来的专题党课让社区党员群众收

获满满。大家纷纷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寓意深刻，充满力量。在今后的工作

中，要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想居民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在基层

岗位工作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建

阳里社区，一场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社

区工作，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主

题的思想交流会让大家深受鼓舞。交流

会上，社区党委书记李凤菊表示，在基层工

作岗位上要坚决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将社区工作做好做实。在四季花苑

社区，党员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大家纷纷表示，社

区是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要继续摸准摸细

群众需求，同时发挥社区志愿者作用和

社会组织专业服务优势，为居民提供更

多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把讲话精神与推进

美丽“滨城”建设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勇立潮头、接续奋斗。 记者 刘芸

眼下，随着气温不断升高，茶淀街

道种植的“蜜光”萄葡已经挂满枝头，上

市争“鲜”，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一睹

“芳容”、一品美味的同时，也带领当地

村民一同向甜蜜生活阔步迈进。

走进葡萄大棚，绿叶掩映中，一串

串颗粒饱满、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藤

蔓，让人垂涎欲滴。在茶淀街道农业

专家的指导下，种植户于长晶掐去多

余的藤蔓和叶子，为葡萄积蓄营养、增

强光照。于长晶告诉记者,她现在种

植的葡萄新品种叫“蜜光”，口感很特

别，既有“玫瑰香”葡萄的味道，又有

“巨峰”葡萄的味道。

据了解，“蜜光”葡萄属于早熟杂交

品种，以“巨峰”为母本、“早黑宝”为父

本杂交而成，由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昌黎

果树研究所选育。果型近圆形，果肉硬

脆、皮中厚，含糖度较高，品质极佳。

近年来，茶淀街道在优化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过程中，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

展精品葡萄种植，大力引进推广新技

术、新品种，成为特色农业发展中的新

亮点。茶淀街道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

件为玫瑰香葡萄的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街道又成立了葡萄协会，为村

民提供信息、种苗、技术等方面支持。据

滨海新区葡萄协会会长张国庆介绍，玫

瑰香葡萄的种植在茶淀街道已经有60年

的历史。近年来，因为品种老化，玫瑰香

葡萄一直在低档果和中档果之间徘徊。

为了提高产值，增加农民收入，茶淀街道

带领果农进行创新改革，引进精品葡萄

种植。今年新品“蜜光”葡萄已经大量上

市，亩产3500斤左右，市场价格每斤在15

元到18元之间，效益非常可观。

葡萄飘香，美了顾客，富了果农。

据介绍，茶淀街道将继续以葡萄产业为

支撑，打 造 特 色 葡 萄 种 植 及 深 加 工

业，发展集采摘、观光、休闲于一体的

葡萄特色产业，吸引更多的人来采摘、

休闲。 记者 刘芸 报道 何沛霖 摄影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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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寨上街道引发热烈反响。连日来，寨上
街道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广大党员干部在精神上受洗
礼、在灵魂上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要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工作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时报讯（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上

周六，夜幕降临，寨上街道惠阳里社区

党员活动室内座无虚席，党员们怀着

崇高的敬意，聆听了由张励军老师为

大家讲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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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党课。

据了解，惠阳里社区党委针对辖

区党员白天上班忙、夜晚相对空闲的

实际，于2020年起开办“党员夜校”，每

季度一次集中组织学习。听党课、学

政策……这一开设在夜间的特色学习

平台已成为社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成

才、开拓视野、成长进步的“加油站”

“充电站”。

作为今年第三季度的一次集中学

习，张老师从“一组关键词速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书写了中华民

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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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方面为大家带来了一堂深

刻、生动、精彩的专题党课。“听了今天

这堂课收获很多，感受百年大党的风

华正茂，作为一名党员，更有自豪感。

我将努力在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

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坚定前进方向。”社

区党员李明说。

据介绍，此次“党员夜校”也是惠

阳里社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

一。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惠阳里

社区党委不断丰富创新学习形式和载

体，以集中学习、自主学习、专题研讨、

专题宣讲结合微宣讲、实践活动等方

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向纵深发展，营

造“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的浓厚氛围。同时，还将“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始

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效解

决了一批长期困扰老百姓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居民群众的满意度、

幸福感不断提升。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连日来，寨上街道持

续开展“助力疫苗接种 志愿者在行动”志愿

服务活动，坚持在工作推动上求真、在为民服

务上做实，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

为民办实事的实效。

各村居持续发力，成立工作专班，层层压

实责任，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实时掌握辖区人

员流动情况。建立接种点保障机制，组织做

好接种点工作人员、物资服务保障工作，全力

保障疫苗接种工作有序开展。“刚一出小区就

看到了摆渡车，工作人员说天热，直接把我送

到接种点了。”家住平阳里社区的李师傅说。

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平阳里社区安

排志愿者专车接送，全程服务。另外，社区按

照接种流程划分登记区、等待区、观察区，风

雨无阻迎接市民前来接种疫苗。“我腿脚不

便，只能坐轮椅出行。今天一早，社区工作人

员就到我家把我背下楼，真是太感谢了！”一

位居民完成疫苗接种后感慨道。

寨上街道“保姆式”服务
助力居民接种新冠疫苗

惠阳里社区“党员夜校”开讲

点亮党员干部学习“明灯”

创新“四网一体”机制 深化“共同缔造”理念

寨上街道：筑牢基层防汛坚强防线
入夏以来，寨上街道落实应急预案，强化险情监测，组织开展防汛安

全隐患大排查。同时，积极创新工作举措，深化“共同缔造”理念，依托“四

网一体”协作网络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筹使用，实现防汛工作从“单打

独斗”到“攥指成拳”的转变，筑牢防汛坚实“堤坝”。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应急力量即刻

出发，前往大神堂村进行抢险加固……”

随着寨上街道武装部部长李兵的口令，

一支由街道武装部、安监中队、执法大队

和民兵应急排组成的30人小分队迅速开

展防汛应急抢险工作。日前，这场以防

汛实战为背景的应急演练，为寨上街道

全面进入防汛工作状态吹响了集结号。

构建统筹联动“指挥网”

寨上街道以防汛防潮指挥部为指挥

中枢，统一组织、统一指挥、统一调度，层

层压紧压实领导责任。指挥部下设抢险

救灾组、物资保障组等7个工作组，负责

现场应急处置，防汛组织架构更加清

晰。全面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常

态化开展应急抽查，压减指挥层级，指挥

部直接调度到基层“防汛单兵”节点，形

成上联下达“指挥网”，防汛防潮工作实

现了统筹联动、全域协同。

建立灵敏高效“管理网”

寨上街道坚持以防为主原则，进一

步抓好防汛预案、防汛物资和防汛抢险

队伍“三落实”。组织专班详细修订《寨

上街道应急预案》，明确值守人数、巡查

节点、巡查间距等要求。确保重点地段、

防汛点位都有专人负责，切实做到情况

明、底子清、反应快、措施实，推进防汛任

务调度精准化精细化。

织密基层防汛“安全网”

寨上街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组织开

展深入排查，重点排查易涝节点。6月中旬

开始，街道办事处主任周保峰、武装部部长

李兵先后带领指挥部人员，不打招呼检查蓟

运河河堤、大神堂海堤、码头重点点位和险

工险段10余次。“七一”后，指挥部又先后来

到秦台里、天化营东楼、铁庙村等重点区

块，研究危房雨季防汛举措，并依托“吹哨

报到”工作机制，协调区水务局、排水所研

究解决营城工业聚集区部分企业雨水倒灌

问题，确定解决方案。一个月间，街道指挥

部马不停蹄，查隐患、备物资、定策略，以实

打实的举措织密了基层防汛“安全网”。

畅通汛情通报“信息网”

寨上街道以“网格”为中心，采取“线

上+线下”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工作微信

群和专网系统及时收集淹积水排查情

况，采取“听诉立办、见诉即办、未诉先

办”的方式，加快隐患整改；另一方面，各

村居广泛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和抢险救生

技能培训，发动社区老党员、楼门长和志

愿者全员参与汛情通报工作，及时做好

防汛物资备便，全方位提高基层防风险

能力，以强大的防汛“信息网”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目前，寨上街道防汛防潮指挥部正

高度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灾害预警预报，

开展防灾减灾宣传，加紧做好 2020 年汛

期出险区域防险加固工作。先后补充雨

衣 130 套、手套 4800 副、雨靴 30 双、手电

筒30个、编织袋10000个，防汛物资后续

储备充足。“安全无小事，全街上下正立

足防大汛抢大险，下百倍功夫、谋万全之

策，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周保峰表示。 记者 刘芸

“蜜光”葡萄飘香
美了食客 富了果农

党课开讲前党员宣誓党课开讲前党员宣誓

““蜜光蜜光””葡萄挂满枝头葡萄挂满枝头

葡萄种植户于长晶与专家进行交流葡萄种植户于长晶与专家进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