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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手牵手 齐心奔小康
康
—津南区推进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纪实
——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017 年 8 月起，我市实施了新一轮
为期三年的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津南
区小站、八里台、双桥河、北闸口四个镇
的 18 个困难村列入其中。 站在全面建
成高质量小康社会的高度，拿出“
真金白
银”，掏出“真情实意”，津南区整合全区
资源，围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发展壮大
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基础设
施、完善基层治理机制、培育乡风文明等
重点工作，朝着“三美四全五均等”的帮
扶目标，蹄疾步稳、勇毅笃行。 近三年时
间，津南区结对帮扶工作交出了亮眼成
绩单， 春暖花开时节，18 个困难村已改
变旧貌，正呈现出蜕变的美丽。

激发干劲 兜底民生保障
北闸口镇大芦庄村的党群服务中心
是一座建筑面积近 300 平方米的三层
小楼。 记者还未进屋，便听到一片欢声
笑语：“您就尽管种，现在咱村的菜是有
名的‘味儿正’，一上市就抢空了…….”

“那还不得感谢你们的帮忙呀……”
正在对话的这群人， 是驻大芦庄村
的帮扶干部和村里的困难农户付国祥。
已是春耕时节，村里的“勤快人”将绿油
油的菠菜、芹菜、大葱、油麦菜接连推销
上市，他们只管种菜，完全不用担心销售
问题，因为在去年，镇村联手帮扶单位在
镇上的物尔购菜市场租 下 了 20 个 柜
台，为 20 余户 60 岁以上的困难农户开
辟了一条
“
固定”的 售卖通道。
18 个困难村的党群服务中心在结
对帮扶的作用下“内外兼修”，不仅盖上
为民解
了新房子，更丰富了五好党支部“
困”的内涵。像大芦庄村一样，
“不看平均
数，要看每一户”扶贫思路，成为了联络
党群关系的有力契合点。
新一轮结对帮扶困难村工作开展
以来，津南区瞄准“两不愁 三保障”指示
要求，对 18 个村 627 户 1188 名农村困
难群体建档立卡，健全一户一卡、一户
一策、 一户一档， 全区发放保障资金
354 万余元；教育保障方面，向困难村
困难学生发放各类助学金、减免学杂费
54 人次 58550 元；危房改造现已清零；
“万名党员联万户”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781 名党员联系结对帮扶困难村困难
群众 609 户 1165 人， 开 展 入 户 走 访
2918 次，帮扶资金 44.6 万余元。 更值得
一提的是，困难村低收入困难群体家庭
医生签约率达到 100%。 同时借新一轮
对口帮扶困难村工作，津南区高标准打
造 18 个村医疗卫生室，按照每村 80 平
方米使用面积的标准，进一步完善镇村
一体化建设， 还重新装修了卫生室，新
置医疗器械，对部分老旧卫生室择地重
建， 目前正在加速推进医保联网工程，
实打实缓解村庄就医难问题。 就像百姓
所说的：“对口帮扶让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帮扶干部更是把我
们当成了家人！ ”
在新一轮对口帮扶困难村行动中，
津南区投入的不仅是真金白银， 更有
“无法计算”的真情实意。 市、区两级共
下派 32 名驻村干部， 组成 10 个帮扶
组，从中选出 10 名能力优、视野阔、能
干事、被信赖的干部任村第一书记，与
困难村村民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
动。 同时，津南区将结对帮扶涉及的 47
个委办局划分为 8 个职能组， 形成了
区统筹推动帮扶工作开展、 各镇负责
帮扶任务具体实施、帮扶组打通落实最
后一公里的三级责任体系，让一张横向
边、纵到底的结构图“兜”起了村里的大
事小情。
兜住困难群众的底线保障， 也要兜
住百姓的就业保障。 津南区逐户分析困
难群体就业需求， 先后开展了 40 余场
招聘会、52 期实用技术培训， 同时推动
宏舜物业等多家企业与困难村建立了用
工协议，做到了村民有意向、培训跟得
上、 就业有保障的一整套转移困难村劳
动力就业绿色通道,从而激发了村民的
干劲和决心，变
“
要我脱贫”的被动为
“我
要脱困”的主动。截至目前，已实现 1991
名劳动力就业，2019 年末新一轮结对帮
扶困难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约
2.66 万元。

产业帮扶 发展特色经济
大芦庄村的驻村干部正在和困难农户商量菜品上市事宜

沽水茂源合作社的社员们正忙着养护即将上市的君子兰盆栽

区商务局——

无接触购物
新技术战
“
疫”
本报讯（记者 董昭义）自疫情防
控以来， 区商务局在抓紧抓细抓实各
项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
与传统售卖相结合的新技术、新模式，
以无接触式购物服务助力疫情防控。
在辛庄镇鑫汇菜市场门口，新投入
使用的智能无人售卖机吸引了不少居
民前来体验。 只需要简单的 3 个步骤，
就可以自助选取所需的物品， 整个过
程不足 2 分钟。 家住汀上社区的居民
赵海龙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购买蔬菜
了，因为果蔬新鲜、购买便捷，他形象地
称之为家门口的
“
菜篮子”。 赵海龙说：
“
来这买菜很方便，避免了人员聚集，而
且 24 小时都能买到新鲜蔬菜。 ”
据了解，为了保证果蔬的新鲜，智能
无人售卖机的冷藏温度 24 小时保持在
0℃左右，市场人员每天都会定时更换蔬
菜、 水果。 机器的内部不但设有冷风系
统，还装有重力感应系统，系统会通过居
民拿取货品的重量自动计算实际支付
价格。 智能无人售卖机是将传统菜市场
“
浓缩”进一台机器，以达到减少菜市场
人流、帮助菜市场科学限流的目的。
此外，为减少疫情防控期间人员流动
频度，区商务局积极搭建区内商企与社区
对接渠道，利用物美、多点联合推出的手
机 APP 软件，开启
“
线上购物”和
“
线下无
接触配送”的新模式。 截至目前，葛沽镇、
小站镇共建成 21 个
“
社区抗疫服务站”。
下一步， 区商务局将继续探索经
验，优化服务，在更多的社区设置“社
区抗疫服务站”，为更多的社区居民提
供服务。 同时，也将在双港镇的翠港园
菜市场、辛庄镇的鑫盛菜市场、双新街
的民胜园菜市场等布置智能果蔬售卖
机，将无接触式购物引向深入。

唐文博 摄

唐文博 摄

走进双桥河镇西官房村的君子兰栽
培示范区，成排列队的君子兰仰头绽放。
张玉祥正在里面忙碌着。 他是土生土长
的西官房人，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
“做梦也不敢想，现在改行种花了，大棚
里风不吹日不晒， 每月还有 3000 元的
工资拿，多幸福。 ”
2019 年， 双桥河镇科学规划西官
房村的产业定位;挨家挨户宣讲地区发
展前景、 统一绿色高质量发展理念；检
测土地酸碱“属性”；“东奔西走”对接产
业项目……最终确定以沽水茂源合作
社作为产业发展龙头，通过集约利用村
内资源，创建了“合作社统一出苗、统一
技术指导、统一成兰回购”的“三统一”
君子兰栽培示范区。 以西官房村为样
板，双桥河镇在全镇 5 个未整合村中探
索出了一条“党组织＋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发展模式，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君
子兰栽培示范区在内的“一基地三示
范”产业链条，一年时间就有 350 余名
村民从中获利。
立足 18 个困难村的实际，津南区积

前进村发展特色田园综合体
极探索壮大村集体经济， 拓宽经营性收
入的路子， 大力实施产业帮扶、 科技帮
扶，培育新型经营主体，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培育造血能力，持续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 2019 年底，18 个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均超过 10 万元， 其中 15 个村达到 20
万元以上，让困难村的口袋渐渐“鼓”了
起来。
——
—八里台镇南义村挖掘葡萄种
植特色产业， 不断提高产业发展水平
和质量。 三年时间，区、镇、村三级集中
力量清整了全村的水渠管道， 让富含
矿物质的河水浇灌了每一寸葡 萄 地 ，
同时驻村帮扶组邀请到市、 区技术专
家深入田间地头， 手把手教农户掐枝
剪叶，在“取舍”中保留葡萄的最大甜
度、最佳外观。 销售旺季，帮扶组还联
络到线上销售商为“葡萄嘉年华”量身
定制包装，同时解决了葡萄只能“近距
离”销售的问题，助力大量上市的玫瑰
香葡萄“现摘现卖”。
——
—小站镇前营村合作社在种植
水稻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发展秸秆
综合利用。 在前营盛发种植专业合作
社， 部分村民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到合
作社，以土地入股方式，助力小站稻高
标准种植。 去年，230 亩水稻田年产达
23 万斤。 小站镇还促成了合作社与社
会资本“联姻”，发展秸秆编织产业，把
水稻秸秆编织成草席，供园林绿化、蔬
菜大棚使用， 社员可以在编织项目中
获利增收。
——
—北闸口镇前进村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积极发展旅游休闲农业。 在巩固
和发展已有农产品种植合作社的基础
上， 集中力量在前进村建设高标准农
田，将耕地集中种植小站稻，并精心打
造“花海柳堤”“荷塘月色”“风声水车”
等田园综合体项目。 同时，进一步完善
基础设施，打造农家院落、高标准停车
场……吸引周边市民体验乡村风情，提
高村民收入。
综合考量区位优势、自然禀赋、产业
基础等因素， 津南区不断加大产业项目
推动力度， 拓展村级农业发展路径，“
一
村一策” 的发展思路在津南大地已形成
了“聚是一团火 散是满天星”的势头。 此
“区域统筹、镇村联动”
外，津南区还按照
的整体思路，推进
“一镇一业”，市区两级
共给予帮扶村产业带 动 资 金 7500 万
元，截至 2019 年底，四个“一镇一业”产

“小站稻公司”混改完成 种植基地再添新品

保水护水
保护野生动物
在海河南岸辛庄段河道点位，
辛庄镇农服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要
进行巡查，重点对河道及周边片林、
耕地等野生动物活动频繁的区域进
行巡视， 联合镇市容环卫工作人员
打捞洪泥河漂浮物，清理岸边垃圾，
力争做到全覆盖、无遗漏。
张镡丹 / 摄

谷集团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34%， 荣程集团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比
例为 15%。三方强强联合，将有效整合品
牌、文化、渠道资源，对小站稻品牌的拓
展和产业振兴都将起到助力作用。
近年来，为做大做强小站稻，天津
市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坚持绿色
化、标准化、精品化、品牌化发展方向，
着力在小站稻的“源”“魂”“种”上下功
夫做文章，围绕种子技术开发、种植、收
储、加工、销售、加工副产品的利用、农
业休闲旅游等， 构建统一生产格局、统
一加工标准、统一产品包装、统一品牌
标识、统一产品营销的产业联合体。 目
前，公司新育成的特优质水稻品种金稻
919 等，以晶莹剔透的外观、特别优异
的食味、较高的产量潜力，跻身世界先
进水平，旗下“日思”牌小站稻系列产品
荣获“
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

业项目全部建成已进入收益期， 到今年
年底， 困难村集体经营性收入预计增加
20 万元。

改善环境 留住美丽乡愁
午后的阳光暖意融融地洒在脸
上，走进北闸口镇前进村，村口讨巧的
动物园微型景观， 平添了几分生机和
田园色彩。 虽还未到繁花斗艳的季节，
主干道两侧的房屋立面粉刷却已是
“繁花似锦”。 宽敞平整的柏油马路上，
过往车辆带起的不再是“夏天一身土、
冬天一身泥”的尴尬。 家家户户院前用
木 制 低 矮 栅 栏 围 成 的 绿 化 景 观 ，“扮
靓”了农家小院。 村民介绍说，现在的
小日子是越过越舒坦了，屋里有厕所、
暖气，用天然气做饭，还有 24 小时供
水，生活比蜜甜！
2018 年津南区“大刀阔斧”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以农村垃圾处理，厕
所粪污治理、 污水净化、 黑臭水体治
理、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击碎了
丑化村庄“容颜”的“顽疾”“痼疾”。 一
方面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实施新铺
村路、路灯安装、自来水改造、管道铺
设等工程，让村民生活更便利。 另一方
面，采用“三改两分再利用”技术，推进
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 并在小站、北
闸口、双桥河、八里台四个镇的 7 个村
进行“垃圾分类示范村”建设。 凭借真
抓实干， 津南区今年还上榜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先进县。
——
—双桥河镇西官房村，在全市学
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现场会后，持续开展“见缝插
绿 见空补绿”， 新建大小花池面积约
1500 平方米，增种乔木、灌木、花卉 30
余种，同时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每户配
置 2-3 个分类垃圾桶， 配备专职保洁
人员到户收集垃圾并集中处理……正
如百姓感慨： 村里的变化时时看得见、
事事摸得着！

—北闸口镇月桥村，
——
在 2010 年
被评为“市级文明生态村”。 近年来，按
照区、镇的部署要求，又撸起袖子整治
基础设施陈旧的“硬伤”，陆续开展了
煤改电、 安装路灯照明及监控全覆盖
等系列工程， 同时不间断开展环境大
清整活动， 扮靓村庄高颜值。 到了夜
晚，村民结伴遛弯，LED 路灯点亮了整
个村落，走走停停都是美景，一股浓浓
乡情油然而生。
—八里台镇和顺地村，
——
条条村
路平坦敞亮，巷陌里鲜花绿树呼应，散
发着勃勃生机，“绿” 不仅体现在环境
塑造上，也反映在生活方式上。 沿村主
干路而设的一片粗放型养鸡场， 如今
升级改造成“桃花源”，成为村里人赏
景的好去处。 广场上常有精心装扮的
人们跳起广场舞。 当然，村里藏书近万
册的农家书屋也是“长见识” 的好去
处。 村子虽不大， 但三年的打造已是
“五脏俱全”， 全方位迎合着百姓新的
生活方式。
近三年来的结对帮扶行动中， 津南
区围绕村里的
“衣食住行”掀起一场又一
场“升级战”，共为 18 个困难村铺设主
干道路 77.6 万平方米， 里巷道路 89.4
万平方米；户厕改造 2972 户，公厕修建
155 座；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生活污水
处理设施覆盖率、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100%； 绿化覆盖率全部达到 28%以上
的规定要求； 累计安装照明路灯 1289
套、监控设备 286 套，自来水改造工程
100%完成， 完成污水处理站建设 89
座，管道铺设 240 公里。 同时注重生活
方式的绿色引导，修建健身广场 21920
平方米、农家书屋 18 个、便民超市 78
个。 一连串的数字如同前进的轨迹，记
录了津南区在“六化六有”设施建设进
程中的一个个脚印，18 个村均达到了
“美丽村庄”“文明村”“平安村庄” 的创
建标准。
记者 董莹莹

记者手记：
行百里者半九十。 目前，津南区的帮扶任务已进入收尾阶段，在这个生机勃
勃的春天，一鼓作气又吹响了“百日攻坚”行动的号角，高标准对标对表 73 项任
“自查”，不让薄弱环节有任何遗漏，坚决打赢精
务清单，在 18 个困难村进行深度
准脱贫攻坚战。成绩固然可喜，但攻坚劲头不能松懈，津南区将持续以真作为、真
用情、真担当，坚持必胜之心、必赢之志，确保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社会不漏一
村、不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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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河镇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

“小站稻”创新产业发展路径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近日，天津
市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交割大会
圆满召开，利达粮油、金谷集团、荣程集
团共同签署增资协议，天津利达粮油有
限公司以增资扩股的方式持有天津市
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成
为小站稻公司的控股股东。 这标志着津
南区首个混改项目成功落地，津南国企
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天津市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成
立于 1992 年， 主要从事小站稻的研究、
开发、加工和销售，前身是津南区农委下
设事业单位，2018 年整合成为天津金谷
集团二级公司。 本次天津市优质小站稻
开发有限公司的合资合作项目， 经过利
达粮油、金谷集团、荣程祥泰三方长达 1
年的对接协商，最终公司名延用
“
天津市
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利达粮油公
司持有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51%，金

唐文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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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讯（记者 张镡丹 通讯员 刘俊英）
日前，小站镇人民政府和水谷（天津）科
技有限公司举行小站稻富氢低氘智慧
种业示范基地项目签约仪式。
据了解， 该项目将利用全国唯一医
疗级富氢低氘水技术和小站稻种植等综
合特性， 建设集医疗级农副产品研发 +
科技康养于一体的， 以高端种业产业为
依托的特色田园综合示范基地和全国农
业相关产品总部结算中心。 今年启动百
亩试验田和一千平方米小站稻富氢低氘
实验室、技术展示厅的起步区建设。
项目建成后，将为津南区培养更多
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高级人才，促
进新时代下的新型职业农民顺利转型。
同时，将赋予小站稻新的“生命”，提高
小站稻的经济和药用价值，让历史悠久
的老品牌焕发出新的市场活力， 使之
达到世界先进功能性农副产品水平。

“拧紧”安全生产“阀门”
本报讯（记者 刘静男）企业复工复
产进度提速，安全生产成为重中之重。连
日来，双桥河镇全面动员，政企联动，在
全镇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坚持问题导向，督促落实整改，牢
牢拧紧“安全阀”，确保辖区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
“双发力”。
为切实发挥企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责任， 双桥河镇公共安全办公室分成 4
个小组， 每天对辖区内 94 家企业进行
清单式排查，对企业生产、使用、运输过
程各环节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做到百分
百制表列出清单、百分百建立台账、百分
百落实隐患整改责任。 同时对复工复产
企业进行网格化管理， 及时帮助企业建

立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措施和应急预
案、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流程、做好
疫情防控期间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工作
等，保障复工复产企业安全监管不放松，
真正实现
“
不安全、不生产”。 截至目前，
镇公共安全办共出动巡查人员 260 人
次，排查消除安全隐患 260 余处，进一
阀门”。
步拧紧企业安全生产的“
接下来， 双桥河镇将继续围绕企业
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应急处置措施、员工
信息摸排情况、安全生产保障、消毒物资
储备等情况持续开展督查， 形成安全生
产常态化，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保障
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创造良好安全环境，
构筑安全生产大格局。

小站镇劳动保障部门精准服务

“牵线搭桥”助力复工复产
本报讯 为切实服务疫情防控期间
民生和企业发展所需，一段时间以来，小
站镇劳动保障部门坚持服务保障“不停
歇”、政策落实“不打折”，当好服务群众
和企业的“店小二”，为全镇抗击疫情提
供坚强保障。
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人才
就业需求和企业复工复产用工诉求，小
站镇劳动保障部门聚焦企业复工复产，
主动深入企业走访， 征集企业岗位信息
及用工需求， 利用小站劳动保障公众号
发布求职招聘信息。截至目前，对复工复
产企业走访 92 次，发布包括 57 家企业
在内的 343 个岗位招聘信息，为企业推
荐 171 人，其中 74 人已实现上岗就业。

特别是， 在得知生产口罩生产企业——
—
中健医疗科技公司急缺工人后， 立即向
企业推荐了 16 名本地劳动力， 发挥了
劳动保障
“牵线搭桥”的作用。
与此同时， 为服务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 小站镇劳动保障部门迅速与企业对
接，全面落实相关优惠政策，通过企业微
信群发送创业担保贷款、 技能培训等优
惠政策信息，在线解答相关疑问；同时，
做好各项申报工作， 深入企业下发相关
政策材料 400 余份，针对资金困难和培
训断档问题， 帮助 37 家企业进行小额
担保贷款申报工作，帮助 2 个企业在内
的 429 人进行了企业职工线上职业技
能培训申报。

天津龙嘉科技
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一、招聘岗位：（男女不限）

1、普通操作工 10 人，初中
以上学历，20-45 岁， 会缝纫裁
剪优先；
2、资材主管 1 人，30 岁 -40
岁，大专以上学历，使用 ERP 系
统 1 年以上；
3、 班长 2 人，30-45 岁，中
专以上学历。
二、薪酬待遇：单休、上八下
六，上五险，薪资面议。
公司地址：津南区双桥河镇
开发区欣达路 3 号
联 系 电 话 ：15522806018
（孟先生）；13820595694 （代先
生）

天津宝成机械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公告
●招聘岗位：普通焊工、氩弧
焊工、铆工、钻工
招聘人数：50 人
薪酬待遇：5000 元 / 月 至
8000 元 / 月；五险一金。
任职要求：身体健康、能吃
苦耐劳，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者优
先录取。
公司地址：津南区双桥河镇
欣欣中路 9 号
联系人：郑主任
联系电话：88691389
139206187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