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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街道广泛开展以
“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
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周活动

提升环保意识 推进文明城区建设
丰富宣教形式 营造浓厚氛围
据了解，
塘沽街领导高度重视活动宣
传，
及时召开党委会，
传达学习了《滨海新
区2
0
1
8环境教育宣传周活动方案的通
知》文件精神，成立了环境教育宣传周活
动领导小组，并结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
了《塘沽街 2
0
1
8环境教育宣传周活动方
案》，全面细致地提出了环境教育宣传周
活动的工作思路、重点工作内容和详细工
作部署，
加强了对环境宣教工作的组织领
导，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
抓的宣教工作格局。
为搞好宣传教育工作，
增强辖区居民
对世界环境日的认识和参与性，
塘沽街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环保宣传，
取得了较好的
宣传效果。在“六五”世界环境日到来之
际，
各社区居委会紧密围绕“美丽中国 我
是行动者”
的主题，
结合社区自身实际，
开
展了各具特色的主题教育活动。其中丹
东里居委会开展了以“低碳”
为主题、新尚

正义里社区开展党员奉
献日活动

倡导广大居民参与创文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正义里
社区党委以“弯腰环保 绿色在滨海”为
主题，组织社区党员、在职党员和志愿
者开展党员奉献日活动，倡导广大居民
爱护环境，
共同参与创文行动。
在河滨公园，志愿者们头顶烈日，
冒着酷暑，发放创文宣传材料，号召大
家维护创文成果，以身作则，劝阻乱丢
垃圾、随地吐痰等不文明行为，捡拾公
园内的垃圾，
有序摆放共享单车。
此次活动号召广大居民从自身做
起，为提升全民素质作出表率，曝光不
文明行为，让随手乱扔垃圾、破坏环境
的人感到羞愧，人人成为创文工作的参
与者、支持者。

开展主题活动，营造宣传氛围，严抓重点工作……6月 2日至 6月 8日，塘沽
街道广泛开展了以“美丽中国 我是行动者”为主题的宣传教育周活动，
提高辖区
居民的环境保护意识，推进文明城区建设。
时报记者 张智

象名录资料，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有了
很大的提升。
截至目前，共对辖区内 3
0
0多个重点
单位的排污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
并对区
域内是否存在“地条钢”
企业进行了彻查，
里居委会开展了以“绿色”
为主题、紫云园
保重点工作、重大项目、重大活动等，大
为科学、规范、高效地组织实施清查工作
居委会开展了以“安静”为主题的环境教 力宣传街道关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
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与信息依据。
育宣传活动。
策部署、环保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
塘沽街执法大
活动中，
各居委会在小区广场设立了
效，使广大居民开阔了眼界，学习了环保
队还对考点及考生住宿点周边施工单位、
环保咨询台，组织腰鼓队进行表演，宣读
知识，增强了环保意识和发展循环经济 企事业单位、娱乐场所开展了环境专项检
了环保倡议书，展出了环保宣传展板，发
的理念，激发了他们支持参与环境保护 测监督，先后出动人员 1
0
0余人次、车辆
放了环保宣传资料、环保购物袋，并组织 的热情，为打造生态宜居塘沽街奠定了 3
0余台次，严格控制噪声污染，确保为考
环保志愿者积极开展旧物利用及发放、 坚实的基础。
生提供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
“一家衣善”
旧衣捐赠、环保知识现场互动
据介绍，下一步，塘沽街将以此次环
依托重点工作 增强环保能力 保教育宣传周活动为契机，紧密围绕第二
问答、义卖义诊等环保实践活动，努力营
造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浓厚氛围。
在环境治理中，
塘沽街严格贯彻落实
次污染源普查、清理整改违法违规环保建
在环境教育宣传周活动中，各居委
上级文件精神，以第二次污染源普查、 设项目等重点工作，
加大环保法律法规宣
会还充分利用 LED屏、电子屏、展板、宣 “地条钢”企业清查等大型活动为牵引， 传力度，全面加强宣教队伍自身建设，不
传横幅等载体加大宣传力度，滚动播放 认真落实河长制等制度，以工促学、以工
断加强在职人员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
强
《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
《公民生态环境
促训、以工促管，摸清了辖区内各类污染 化环保宣传能力建设，
推动环保宣传工作
行为准则》等环保知识，着力宣传街道环 源的数量、行业分布，形成系统的普查对
再有新飞跃。

拆除回潮违建
巩固创文成果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大港街迎宾
司法所多措并举，
强化四个意识，
扎实做
好人民调解工作。
迎 宾 司 法 所 强 化 责 任 意 识 ，充 分
发挥一线 调解 组 织的 作 用 ，基层 调 委
会切实履 行职 能 。 强 化法 律 意识 ，切
实提高辖区居民的法律素质。利用公
共法律服 务平 台 优势 ，开 展 多种 形 式
的 法 律 宣 传 活 动 ，宣 传 党 的 政 策 、法
律、法规及社会公德。强化超前意识，
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制定防范措
施和调处预案，坚持普遍排查、专题排
查 、提 前 排 查 相 结 合 ，有 效 地 减 少 纠
纷，
防止矛盾激化，
维护辖区稳定。强化
落 实 意 识 ，全 面 开 展 案 件 回 访 工 作 。
对已经达 成调 解 协议 的 纠纷 ，定 期进
行回访。

粽叶飘香
情满端午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
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
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
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
华。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居民群
众的节日文化生活，
日前，
大
港街港星里社区组织居民开
展了“粽叶飘香 情满端午”
活动，并把居民包好的粽子
送给小区困难家庭，让他们
感受到港星里社区这个大家
庭的温暖。
文/
记者 张爱萌
图/
记者 贾成龙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道新尚
里社区举行主题公益宣传活动，宣传环保理
念，践行绿色生活。社区居民、党员、志愿者、
在职党员、在职党组织代表、辖区单位代表、幼
儿园小朋友等百余人参加。
此次环保宣传以“绿色”为主题，
大力宣传
普及爱绿护绿知识。活动中，居民、党员纷纷
将家中闲置的衣物带到现场，捐赠到“一家衣
善”的箱子里，为环保救助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社区工作人员还在活动现场讲解多肉植
物的种植方法，传授变废为宝的实用小妙招，
为扮靓家园增添智慧的源泉。

大港文化馆和面人王工作室
举办大赛

清零
“硬骨头”还居民清静环境

加大排查力度
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宣传环保理念
践行绿色生活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祥和家园社区
组织召开夏季安全联席会，
社区安全工作负责
人、社区民警及三个小区的物业经理、保安主
管、卫生主管参加。
会议要求，
做好社区消防设施设备的日常
巡查、维修保养工作，
确保楼内灭火器无缺失；
完善社区消防预案，
明确消防安全监管责任人；
做好儿童活动场所及出租户的消防安全管控；
针对消防通道及竖井箱进行定期巡查，
发现堆
放的杂物及时清理，
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加大防
火、防盗、防诈骗宣传力度，
提高居民的安全防
范意识，
做好社区内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

大港街加大违建整治力度 大力推行“阳光拆违”

迎宾司法所多措并举做
好调解工作

时报讯（记者 张智）
“孩子不在身边，
没想
到居委会的孩子们却主动来帮忙，
真的是特别
暖心。”1
1日，家住近开里社区的李雪云老人
连连夸赞社区的社会工作者细心又贴心。
原来，
前一阵李雪云的一位亲属生病住院。
这位亲属的孩子不在身边，
只能由李雪云和老伴
儿接其出院。但两位老人年事已高，
老两口为这
事犯了愁。然而出院当天，
两位老人回到家时，
却发现社区的几名社工早早就等在了门口。
“让
我们将老人送上去吧！
”
几名社工和志愿者见到
老人主动迎上前，
抬着轮椅将老人一直送到三
楼。面对贴心的帮助，
两位老人感动万分。

加强夏季安全防范
消除社区安全隐患

日前，港航社区联合新港
执法大队，开展违建综合整治
行动。活动中，工作人员对小
区房前屋后私自拆改阳台、搭
建棚亭等行为进行了整治。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违章建筑
被逐个清除。今后，港航社区
将针对重点难点地段加大巡查
力度，做好劝导工作，及时控制
各类问题的发生，为创文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日前，大港街七邻里 2
9号楼楼顶违
拆违工作向深水区推进，背街里巷、居民小区成为攻坚重点，在前期积累
规搭建多年的鸽子房终于拆除了，小区
拆违经验的基础上超前谋划，提前挨家挨户做业主的思想工作，张贴通知单，
居民终于松了一口气。
签订自拆协议，多方协调协助业主拆除脏乱违建。
拆除当日 8点，大港街城管综合执法
依法拆违不是冷漠拆违，而是有温度、阳光的拆违，深入细致地为群众解
大队的执法人员和施工吊车进入七邻里
开思想疙瘩，将千方百计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思路贯穿拆违始末，让拆
社区。在周围群众的注视下，执法队员
违、控违过程成为做群众工作、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
和施工人员陆续到达楼顶，将楼顶一个
宽 3米、长 6米的彩钢鸽子房及外挂的 1
0 基础上超前谋划，
提前挨家挨户做业主的 《通告》等执法文书。在各方面的努力
平方米左右的笼子一并拆除，还居民一
思想工作，
张贴通知单，
签订自拆协议，
多 下，大港学府路沿街福华里小区底商“驿
个清静的环境。
方协调协助业主拆除脏乱违建。
动网络休闲会馆”后院违章建筑开始进
大港学府路沿街商户违章建筑涉及 行拆除，正式打响拆违攻坚第一炮。截
加大力度啃下“硬骨头”
大港福华里小区、春港花园小区周边商
至目前，拆除并恢复完毕学府路沿街违
今年以来，大港街不断加大
“两违”
整 户，共计 1
8
0余户。为实现拆违工作的顺 建 1
5
0余户，正在施工中 1
0余户，约占学
治力度，
坚决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
利进行，大港街召开学府路拆违动员会， 府路拆违总数的 8
9
%。针对剩余违建商
纪律，狠抓查控治理工作，拆违拆临工作
成立了 8个工作小组，一方面做违建业主
户，街道抽调有执法经验的工作人员深
公开透明，不断提速，一个个“硬骨头”相
的思想疏导工作，充分宣传，营造拆违氛
入开展思想宣传工作，对便民服务设施
继被啃下，一处处违建被清零。目前，拆
围和舆论导向；一方面安排执法队员逐
和涉及百姓民生建筑，坚持民主协商，充
违工作向深水区推进，背街里巷、居民小
户进行摸底调查，并按照程序依法下达
分听取民声民意，统筹做好文章，让“阳
区成为攻坚重点，
在前期积累拆违经验的 《限期拆除通知书》
《限期拆除决定书》 光拆迁”
顺民心。

社工服务细心贴心
赢得社区老人点赞

大力推进“阳光拆违”
据悉，在拆违过程中，大港街大力推
进“阳光拆违”，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各村
开展宣传，对拆迁户开展主动约谈、讲明
利害关系、讲清相关政策，促使拆迁户主
动拆违。一方面保障拆违的稳妥进行，
另一方面环保问题也不放松，做到“工完
料净场地清”，所有拆下来的建筑垃圾及
时清走，所有建筑材料做好全面苫盖，并
由安全监理人员时刻盯守在拆违现场，
发现违章行为及时要求停工整改。
大港街办事处负责同志告诉记者，
依法拆违不是冷漠拆违，而是有温度、阳
光的拆违，深入细致地为群众解开思想疙
瘩，
将千方百计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
思路贯穿拆违始末，让拆违、控违过程成
为做群众工作、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让
和谐拆违、
阳光拆违的思想深入人心。

感受多彩非遗 了解传统文化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在 2
0
1
8年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到来之际，大港文化馆和面人王工作
室共同主办了
“多彩非遗，
美好生活”
天津市滨海
新区第三届面人王面塑大赛。1
6
0余人参加了
本届比赛，
增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
活动当天，大港文化馆小剧场陆陆续续走
来了兴致勃勃的孩子们。根据比赛规定，孩子
们要在指定的时间内捏出自己喜欢的作品，由
评委现场评选出奖次并颁发证书和奖品。
“我
平时就喜欢捏出各种图案，特别有成就感。”参
加比赛的小朋友说。记者看到，孩子们现场捏
出各种图案，有小兔子、龙、小鸡等单独的动物
图案，还有熊猫吃竹子、愤怒的小鸟等有主题
的情景故事。

大港文化馆举办公益画展

助力
“星儿”
梦飞翔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由滨海新区
大港文化馆主办的以“拥有爱的明天——让星
儿的梦飞翔”
关爱自闭症儿童为主题的公益画
展在大港大剧院一楼共享大厅展出。
此次画展展出的作品都是出于自闭症孩
子的手，他们用自己特有的表达方式进行创
作，
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虽然孩子们
都患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
但他们也渴望有一
个平台展示自己，
感谢志愿者和主办方为孩子
们提供了此次机会。”大港向日葵自闭症康复
中心负责人激动地说。

大港街召开复退军人工作会

帮助新入职人员尽快适应岗位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
大港街召开复
退军人工作会，
做好复退军人公益性岗位安置和
权益保障工作，使新入职人员尽快了解工作性
质、
掌握工作方法、
迅速转变角色、
适应工作岗位。
会议总结了大港街道本次复退军人公益
性岗位和权益性保障工作的重点和目标，在全
部落实到位的同时，对所有接受本次安置的复
退军人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是讲政治；
二是讲服
从；
三是讲服务；
四是讲担当；
五是讲学习。
据悉，自 6月 1日起，大港街 6
6名复退军
人正式走上社区系统公益性岗位就业，目前已
全部到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