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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淀街道

筑牢燃气安全“防火墙”
时报讯（记者 刘芸）“为了您和家人以及

周边邻居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及时检查燃气安

全情况！这是燃气使用安全常识及注意事项，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随时向我们咨询。”连日来，

茶淀街道网格中心组织全体巡查网格员联合

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在辖区开展燃气安全宣传

行动，提高辖区燃气用户的安全用气意识，进

一步筑牢燃气安全防线。

网格员和燃气公司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宣

传台、发放安全宣传页及现场解答等方式，向

居民宣传安全用气知识、燃气灶具购买注意事

项，并解答居民提出的问题，指导居民正确使

用燃气。“这种宣传活动很实在，也很接地气，

让我知道了安全用气很重要，要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和安装燃气具。”辖区居民李静好说。

网格员还深入餐饮场所、经营门店、独居

老人住所等消防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

详细查看厨房内的燃气具是否合格、安装是否

规范，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存在私拉乱接、漏

气现象，输气管道是否存在超出安全年限等情

况，并向居民发放燃气用户安全宣传册、事故

案例教训等宣传材料，提醒广大居民使用燃气

时应做到人走火灭、火灭阀关，开窗通风，防止

安全事故发生。

汉沽街道

排查商铺消防安全隐患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近日气温较高，汉沽

街道各专职网格员对辖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

患进行地毯式摸排。

网格员检查辖区各商户是否存在使用易

燃可燃物进行装修装饰、疏散通道堵塞、违规

储存危险品、违规用电、私接电线、店内线路老

化等情况，同时着重检查店内的灭火气罐是否

在有效期内，并检查消防设施是否配齐、灭火

器质量是否合格等。针对店铺工作人员，网格

员同样进行了检查，检查是否会使用消防器

材、是否掌握基础消防知识。遇到器材使用不

规范的，网格员演示正确的使用方法；遇到基

础知识储备不到位的，则在发放消防知识明白

纸的同时，督促负责人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

培训；若排查中发现商户负责人存在问题，网

格员做好详细记录后要求商户第一时间进行

整改，坚决做到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茶淀街道九龙里社区

夏令营里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茶淀街道九龙

里社区关工委依托暑期快乐营地，邀请茶淀街

道办事处青少年事务所的刘梦殊举办夏令营

活动——“交通安全 伴我成长”知识专题讲

座，增强青少年的自我保护能力，预防和减少

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讲座现场，刘梦殊采用播放案例视频、现

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告知未成年人日常

生活中要注意交通安全，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在场的青少年讲解如何识别交通信号灯、如

何看懂交通指挥信号手势、过马路注意事项以

及各类交通违章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引导孩子

们遵守交通法规，养成良好的出行习惯，做到

安全文明出行。

茶淀街道茶园里社区

举办知识竞赛 践行垃圾分类
时报讯（记者 刘芸）近日，茶淀街道茶园

里社区组织社区退役军人举办垃圾分类知识

竞赛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响应垃圾分类行动，

更好地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活动开始前，社区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了

垃圾分类相关知识和践行环保生活方式的意

义。在随后的竞赛环节，每支参赛队伍都反应

迅速，大家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垃圾分类知识

和生活经验与队友密切配合，将比赛推向高潮。

通过此次竞赛，大家进一步掌握了垃圾分类

相关知识，树立了“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汉沽街道下坞村

清理水表淤泥 解决用水难题
时报讯（记者 刘芸）“我家水龙头不出水

了，帮我看看吧。”日前，汉沽街道下坞村村民

家中发生自来水停水问题，村委会接到百姓需

求后，第一时间用暖心的服务为村民解决“急

难愁盼”问题，获得村民点赞。

当天，村委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达村民家

中进行排查修理。经过仔细检查，找到问题症结

所在，原来是冬季为了避免水井内的水表冻裂，

家家户户都会在水井中储满水，将水表淹没在水

下，久而久之水表进入淤泥导致不能正常使用，

维修人员将水表中的淤泥清理掉后便能正常用

水了。了解这一情况后，下坞村立即成立由村

工作人员组成的保水小分队，开展地毯式排查

行动。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打开自

来水井盖检查水表，对排查出有淤泥的水表及

时进行清理，确保村民能够正常用水。“最近几

天自来水的水流变得很小，我本以为是夏天用

水多导致水压不足，原来是因为水表里有淤

泥，真是太感谢村委会了！”村民李桂峰说。

人工养殖海蜇
驱动“蓝色经济”崛起

“这些海蜇将用冷藏车进行运输，2

小时内运达加工厂进行加工。”8月3日，

寨上街道长芦汉沽盐场水产养殖基地人

工养殖的海蜇丰收了，闻讯而来的京津冀

等地客商将一桶桶新鲜捕捞上岸的海蜇

运往各地。

来自河北的水产加工商李先生一早就

等在现场，今天他将收购1万斤海蜇。从8

月起，每天他都要来收购海蜇。这些海蜇

加工后，将销往江浙沪闽等地。据悉，海蜇

人工养殖的成功不仅填补了新区海蜇养殖

的相关技术空白，同时也为本市海水养殖

业健康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近年来，寨上街道深挖内部资源潜力，

与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携手合作，与中国农

科院、中国水科院、中科院海洋所等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通过引进优良品种，不断提高

养殖效益，逐步探索发展海蜇深度开发、精

细包装，带动天津市及周边地区海水养殖

产业升级，辐射京津冀及环渤海大市场。

立体养殖喜获成功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盛夏时节，寨上街道汉盐水产科技园

区、渤海湾长芦汉沽盐场的广袤盐田内，

南美白对虾、斑节虾、梭子蟹这三种人间

美味在万众期待中“浮”出水面。2021

年，寨上街道与长芦汉沽盐场合作创办汉

盐水产科技园。园区利用长芦汉沽盐场

特有的盐田生态系统，以规模化南美白对

虾育种、育苗、养成为主，兼顾其他高价值

海珍品养殖，实现养殖、加工、物流、服务

一二三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盐田是盐场用海水晒盐的基础设施，

北方地区称为盐汪子。长期以来，寨上街

道沿海地区部分渔民依靠盐场泵站提水纳

苗，主要在盐度30‰~35‰的一道和二道盐

汪子中从事原始的鱼虾生态养殖生产。近

年来，寨上街道和长芦汉沽盐场携手，根据

南美白对虾适应性强、广盐性等特点，实施

了“南美白对虾盐田汪子生态养殖”项目，

投放南美白对虾虾苗，利用盐汪子水域中的

天然生物饵料进行养殖，不投饵、不用药物，

取得了较好效果。今年，在此基础上首次尝

试虾蟹混养，立体养殖喜获成功。

“虾在水里游，蟹在池底走，从单一

品种到两种混养，盐汪子的利用率大大

提高，一亩水面不但可以收获梭子蟹，还

可以收获对虾。投到盐汪子里的虾饵料

残余和虾蟹排泄物滋养了单细胞藻类，起

到了肥水的效果，为海蟹提供了食物。池

塘里的海水实现自我循环，再加上用生物

制剂净化水质，养殖水面实现了‘零排

放’，立体混养也减少了水产养殖病害。”

汉盐现代水产公司副经理田桂利告诉记

者，在一处水体中，上层水养虾，池塘底

部养蟹，通过对原有盐田进行精深改造，

进行虾蟹生态健康养殖，使虾蟹互利共

生。立体养殖既有利于生态互补，又可

以提高经济效益，是未来水产养殖的发

展方向，符合经济生态的原则，对于绿色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旅串联电商助力
渔业产业融合发展

除了传统捕捞业、养殖业，近几年，新

区休闲渔业快速发展，已成为渔业产业融

合发展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刘翠波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渔民，他的

家乡蔡家堡是寨上街道的一个临港渔村，

以前，全村的人都以打鱼为生。十几年

前，渔家乐在天津兴起，刘翠波改造了自

己的木船，打鱼之余带着游客出海，收入增

加了，也更稳定了。如今，现代化的中心渔

港设施齐全，海上休闲旅游发展得风生水

起，渔民们住进了楼房、开上了小汽车，日

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经常有人

慕名去坐刘翠波的船，还有些研学机构邀

请他给孩子们讲渔家文化，他的日子过得

有滋有味。此外，刘翠波还通过网络直播

介绍沿海风俗、渔家美食，成了网络红人。

“我们市场内都是当地海鲜，顺丰冷

链直达，直播间就可以下单。”在寨上街道

海鲜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个年轻人正

在用手机拍摄短视频。随着渔业生产的

转型升级、“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

越多的寨上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放下渔网，

又上互联网，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海鲜交

易，变身“网红电商”。传统的海鲜产业因

为采用了新的经营模式，正在焕发出新的

生机。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连日来，在寨上街道的大街小巷，一

支身着制服的队伍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

是寨上街道综合执法大队。队员们正在

进行夜间巡视，竭力为广大市民营造整洁、

清新、舒适的夜间市容环境。过往群众纷

纷点赞，亲切地称他们为“城市管家”。

护航夜经济

寨上街道综合执法大队结合辖区实

际，采用中队网格化管理、大队全方位监管

的工作模式，对辖区夜间市容环境秩序情

况进行研判，增加夜间执法力量，采取错时

执法及延时执法等措施，使“工作在一线、

办公在现场”成为执法人员的工作常态。

执法人员梳理前期摸排情况及群众

举报，发现辖区太平街、沟东街周边路段

夜间无证无照小摊贩占路经营问题较为

严重，开展无证无照经营行为治理。执法

人员坚持宣传与疏导、规范与整治相结

合，对小摊贩进行治理，通过前期摸底排

查、中期集中整治、后期强化效果，充分发

挥主体作用，引导摊贩进市场，还路于

民。“工作人员和我们讲要入店经营，要注

意油烟污染，要维护好门前卫生。我们了

解了相关法规和政策，要积极配合。”经营

麻辣烫的杨女士说道。

最近气温逐渐攀升，“门前三包”责任

履行不到位现象多发，尤其是蔬果店夜间

将货物摆到店外便道上进行售卖等行为，

既影响了市容环境，又妨碍了行人通行。

执法人员联合社区网格员开展入户宣传

教育，引导商家规范有序经营，履行“门前

三包”管理规定，发放通告书200余份，号

召广大经营者自觉维护门店周边的卫生、

绿化和环境秩序。

维护夜秩序

寨上街道辖区工地较多，存在运输车

辆夜间违规运输、偷拉乱倒等现象。为

此，寨上街道开展渣土运输车辆夜查行

动，执法大队加大对辖区施工工地、大丰

路等易产生噪声污染、路面污染的点位的

检查力度，尤其是执法力量较为薄弱的夜

间，加派夜间执法人员，严控渣土运输车

辆未使用密闭运输工具行为。

据了解，建筑垃圾运输车辆是否存在

超量装载、密闭不严、车体不洁、车轮带泥

上路、撒漏、乱倒等现象，是否做到了车头

现车徽、车体现本色、车轮现轮毂、后厢

现号牌，以及施工工地是否落实了工地

监管责任人制度，工地出入口是否有保洁

人员对路面及时进行清扫冲刷，是否对运

输车辆进行冲洗等，均为本次行动的检查

内容。

守护夜文明

“我是这栋楼的住户，楼下的烧烤店

每天晚上经营到很晚，客人声音大，执法

队员第一时间就到现场与店主沟通交流，

现在我们每晚都能安心入睡了。”家住四

季花苑社区的李阿姨说。寨上街道采取

疏堵结合的方式，重点对烧烤扰民等问题

进行巡查，执法人员对辖区经营烧烤的商

户提出“不污染、不占道、不反弹”的要

求。对于违规商户，执法人员通过规劝引

导、及时清理等措施，对摊点进行统一规

范，督促其达到规范化经营要求。

据介绍，寨上街道综合执法大队将继

续实施错时执法及延时执法等措施，加大

对主次干路、农贸市场周边、商业街周边

等重点区域的巡查治理力度，落实夜间长

效管理，为辖区居民创造干净有序的夜间

生活环境。 记者 刘芸 摄影报道

连日来，汉沽街道各村居举办丰富多

彩的“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传承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和引导居民树立

正确的爱情观、婚恋观、家庭观，传承好家

风，弘扬正能量。

讲故事 诵经典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日前，汉沽街道红霞里社区举办

“七夕诵经典，传承好家风”主题活动。

活动中，大家以饱满的热情献上诗朗诵，

赞美社区党员、志愿者，赞美他们用行动

诠释积极的人生追求和创造温馨生活的

美好情怀。随后，社区居民带来《孟母

三迁》《曾国藩家训》等经典家风故事，

大家用诗歌颂扬经典爱情、讴歌幸福生

活、赞美高尚的情感境界，现场气氛热

烈，掌声不断。

近日，大王瞿阝村举办“相约七夕·讲述

爱情故事”活动。文明家庭户王旭田夫妇

与大家分享了他们相互扶持的真挚情感，

打动了现场很多观众。此次活动帮助村

民加深了对传统节日的理解和认知，弘扬

了家庭文明和谐的美德，为村居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展才艺 做蛋糕
优良家风代代相传

近日，后坨里社区举办“践行文明，相

约七夕”健身展演暨文艺演出活动。活动

在舞蹈《祖国万岁》中拉开序幕。随后，女

声小合唱《我和我的祖国》、模特表演《心

中有爱》等节目将活动推向高潮，精彩的

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

田华里社区组织辖区“光荣在党 50

年”党员家庭、“帮帮团”家庭、志愿者家庭

举办“七夕弘家风，巧手做蛋糕”主题活

动。六组家庭，六对夫妻一起回忆爱情故

事，讲述生活感悟，一起制作精美的蛋

糕。此次活动让社区内的老夫妻度过了

一个浪漫的七夕，不仅祝福他们多年来

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幸福婚姻，也希望

辖区的年轻夫妻向他们学习，把孝老爱

亲、忠诚友善、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代代

相传。 记者 刘芸

寨上街道统筹发展海洋一二三产业

释放“蓝色潜力”开启海洋经济升级版

时报讯（记者 刘芸）日前，汉沽街道

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来自社区、

村、辖区单位的 56 名妇女代表参加大

会。会议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幕，全体

与会人员认真审议通过了汉沽街道第一

届执委会工作报告，全票通过了《大会选

举办法》和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

会议按照组织程序选举了汉沽街

道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21 名和新一

届妇联执行委员会主席1名、兼职副主

席 6 名。新当选的妇联主席代表新一

届领导班子向大会作表态发言，表示

将恪尽职守、勤奋工作，更好地为辖区

广大妇女儿童服务，团结带领广大妇

女姐妹积极开拓进取，勇于创新，不断

开创妇女工作新局面。汉沽街道相关

负责人对当选的新一届妇联执委表示

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当选的新

一届妇联执委以此次大会为新的起

点，带领汉沽街道广大妇女抢抓机遇、

勇挑重任、开拓进取，为促进新区经济

社会跨越发展贡献巾帼力量，再创时

代辉煌。

加强基层妇联组织建设

汉沽街道完成妇联换届选举

连日来，杨家泊镇活跃着一支“红

骑兵”宣讲队，他们在乡村小路上穿

梭，在大棚里、农田边利用农民们劳作

间隙的碎片时间解读党的政策。

“党代会报告中说，要不断丰富‘菜

篮子’供给，让‘中国饭碗’装更多的‘天

津粮’。老陈，你这个蔬菜种植大户的

工作任重道远，今后还要给咱们中国的

‘菜篮子’提供更多、更好、更优质的蔬

菜啊！”东庄坨村党支部书记、“红骑兵”

张跃武来到蔬菜大棚为种植大户老陈

宣讲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在养殖户的养虾池边，李自沽村党

支部书记、“红骑兵”张强说：“七八月份正

是农民们在地里忙活的时候，红骑兵’宣

讲小分队的职责就是让党代会精神家喻

户晓，这样的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刚刚听完宣讲的高庄村果蔬种植

户杨大婶对高庄村农村专职党务工作

者、“红骑兵”孙兆东的宣讲赞不绝口，

“‘红骑兵’直接到地头为我们进行宣

讲，既不耽误我们干活，又让我们了解

了党代会精神，这个宣讲形式不错！”

记者 刘芸 通讯员 徐盘琪 摄影报道

“我听同行介绍说，这里的海产品品种特别丰富，有海蜇、南美白对虾、斑
节虾、梭子蟹、鲈板鱼，过段时间还有海参，我先来看看行情。”凌晨4点半，天
刚蒙蒙亮，来自河北、山东等地的水产经销商已经等候在寨上街道汉盐水产科
技园区。赵勇在唐山从事水产品批发，这是他第一次来寨上街道考察市场，准
备下一步开展推广销售。

今年以来，依托海洋渔业资源，寨上街道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培训和园区
建设，全面丰富寨上人靠海吃海的新内涵——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统筹
发展海洋一二三产业，全力打造蓝色增长极，开启海洋经济升级版。

汉沽街道各村居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

传递最美真情 弘扬传统文化

寨上街道开展夜间市容环境秩序专项整治行动

“城市管家”守护文明夏夜

“小马扎”上
讲活大理论

虾蟹立体混养虾蟹立体混养

在养虾池边宣讲党代会精神在养虾池边宣讲党代会精神

党的政策送进大棚党的政策送进大棚

引导摊贩进市场引导摊贩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