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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精神文明先进典型

■记者王谦华 通讯员郝帅 张琪

本报讯 (记者 肖越)华康街道加快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服务效能，以“吹
哨报道”机制作为有效解决群众难
点、痛点问题的“金钥匙”，全力营造营
商环境，为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
坚实基础。
据了解，作为全区重点项目之一的

天津轨道交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静海区
域铁路首开段工程眼下正在紧张推进
中，然而“缺少办公场所”成为了整个项
目进程中的一个难题，亟待解决。在了
解到企业困难后，华康街道立即启动“企
业吹哨，部门报道”机制，联合相关部门，
根据企业需求为其寻找可以利用的房

屋，同时安排专人积极对接企业人员协
调问题，介绍周边情况，最终为其提供了
临时办公场所，赢得企业的真心点赞。
这是华康街道通过“吹哨报到”机制有效
提升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的一个缩
影。一直以来，华康街道瞄准民生诉求
和民生痛点，从“小切口”解决群众身边

民生大问题，先后建设了两个党群服务
阵地，协助4个新建住宅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或入住交房，并解决污水井外溢、部
分小区地下车库渗水、电路跳闸等问
题。随着多项解民忧的举措落地，让群
众享受到扎扎实实、源源不断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华康街道“吹哨报到”纾民困解民忧

“有了电力保障，我们就能放心使用
核磁共振仪给老人做康复检查了。”天津
静海鹏海老年养护院负责人王默得知新
申请的630千伏安变压器增容工程即将
送电的消息后，非常开心。

鹏海老年养护院是一家接收老年痴
呆症、半身不遂病症及孤寡老人等，并为
其提供养老、治疗、康复等服务的养护

所。随着“医养结合”新型养老模式的兴
起，王默也在转变鹏海养护院的服务模
式，他打算整合养老和医疗两方面资源，
打造集养老护理、医疗康复于一体的医
养中心，为老人提供持续性、针对性的养
老医疗服务。

改变从增添检测设备开始。王默很
快购置了用于全身检测的精密仪器核磁
共振仪。设备买来了，电也要跟上。一台
核磁共振仪的功率是15千瓦，再加上平

时其他设备用电，原有的400千伏安变压
器容量无法满足现在的用电需求。如果
在为老人做身体检查的过程中停了电，后
果不堪设想。王默马上联系了国网天津
静海公司，了解情况后静海公司工作人员
先协助王默办理了用电申请，并于转天到
现场进行勘察，进行下一步流程处理。
“我们在提交用电申请后，就不用再

操心其他问题了，这样的服务真是太便
捷、太省心了！”王默赞不绝口。据了解，

静海公司践行国家电网公司全面提升“获
得电力”服务水平九项举措，着力提速增
效，遵循“简化申请—精简环节—压缩时
限—节约成本—提升服务—加强监督”的
原则，实现电力部门全程“一站式”受理，
让用户办电省时又省心。
近日，随着黄色带电作业车的成功降

臂，静海公司带电作业人员安全回到地
面，鹏海老年养护院630千伏安增容工程
成功送电。

国网静海公司：为老年养护院提供“电保障”

本报讯 （记者王琼琼 通讯员李
玉新）台头镇北二堡村以生态文明绿
色发展为目标，结合堡上田园地域特
色，以发展乡村旅游、整治村容村貌、
推进乡风文明为重点，着力推进精神
文明建设，前不久荣获第六届“全国文
明村镇”称号。

漫步在北二堡村，醒目的地方悬
挂着文明道德规范标语，时刻提醒大
家“精神文明与我同行”。该村紧紧围
绕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各类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娱活动，让文明之花扎根于
村民心中。“获得全国文明村的荣誉，
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大家齐心保持良
好的村容村貌，把家园建设得更加美
好。”村民刘桂敏激动地说。近年来，

结合新农村建设，该村先后完成了全
村道路整修、雨污分流、绿化微景观、
笼式足球场等设施建设，并成立专门
的环卫队伍，负责全村垃圾清理和村
容村貌整治，极大改善了村里的生产、
生活条件，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
改善村级基础设施的同时，坚持“生态
建村、旅游富民”的思路，在天津市招
生考试院驻村帮扶组的大力支持下，
整修义渡码头、建设休闲广场、打造乡
村夜市，并成功举办油纸伞节、农民丰
收节、西瓜文化节和多场消夏晚会，激
发了村民的创业热情，促进了村民增
收。“我们村没有工业，基本以农业为
主。过去，村民们都是外出打工，土地
闲置。自从村里开始发展旅游业，大

家都积极投身乡村旅游建设，做足‘旅
游+’文章，在提高自身收入的同时，助
力村庄发展。”北二堡村村委会副主任
刘金奎介绍说。村级基础设施完善
了，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村庄精
神文明建设水平也日渐提高。如今，
全村文明标语遍及各处，文明乡风氛
围浓郁，文明村镇创建的各项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载着“全国文明村镇”
这项美誉，今后，该村将紧盯薄弱环节
和短板问题，在推进资源整合、寻求市
场合作、争取政策支持、完善基础设施
等方面持续发力。同时，全力推进村
内文旅项目的建设进程，为乡村旅游
增添新元素，助力乡村发展，让子牙河
畔这个文明村镇愈发靓丽。

本报讯 （记者温权 通讯员戈
弋）“春季白茫茫，秋季水汪汪，春种
秋不收，糠菜半年粮。”这曾是团泊镇
团泊村贫穷的代名词。从家家户户
的土坯房到一排排整齐的新楼房，从
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团泊村用几年
的时间成功实现了“逆袭”，一跃成为
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2020年，更是
荣获了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走进团泊村，蓝天白云下，一排

排5层楼房整齐划一，楼间环境干净
整洁，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图
书室等设施一应俱全。此情此景，让
人很难与曾经的贫穷联系在一起。
自从搬进新楼房以来，团泊村村民赵
金山每天都会和老伴儿把家里打扫
得干干净净。已经70岁的他告诉记
者，虽然自己年龄在不断增长，但自
己的幸福指数却是逐年提升，感觉自
己越活越年轻。赵金山说：“新的环
境比以前好的不是一倍两倍，生活条

件也在提高，从安家方面，村里每年
给我们老年人发钱，孩子工作都照顾
到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住的也暖
和。”赵大爷的幸福生活是团泊村所
有居民生活改变的一个缩影。除了
居住条件的改善外，团泊村还着力改
善村里老年人的生活品质。68岁的
张克军大爷自从搬到新的小区后，几
乎每天都到小区的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锻炼。骑骑健身车、下下象棋、
打打台球，张大爷的一天过得充实而
快乐。

每天一大早，像张大爷一样，来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大爷、大娘
们络绎不绝，这里每天都是“爆满”
的状态。2016 年以来，该村投资
150万元，新建一座占地600平方米
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全村老年
人都可以在此免费享受阅览、健身、
棋牌、书画培训、医疗保健等服务，
为村里的老年人提供了休闲的好去

处。不仅如此，坚持把优化居住环
境作为长期抓实的重点工作，实现
了水电气暖、宽带、数字电视、电话
全覆盖。村级服务站全天候为群众
提供一站式服务。社会保障体系日
臻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
盖率达100%。同时，面对村民搬迁
后的就业问题，组建了农民就业办
公室，并成立劳务派遣公司。目前，
已为 200余名村民争取到了就业机
会。村委会还投资 500 余万元，筹
建了8000多平方米的集市，为村民
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村里还准备加
快商业设施建设速度，让这些都成
为老百姓的“摇钱树”，让大伙的腰
包越来越鼓，日子也会越过越好。
该村党委书记陈玉国表示，“这次被
评为全国文明村是对我们的一种认
可，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我们将以
此为契机，在全村倡导文明，将这份
荣誉巩固和保持下去。”

本报讯 （记者刘芳 通讯员肖楠）
曾经被四邻八乡称为“穷高庄子”的静海
镇小高庄村，在国家脱贫政策的指引下，
不断激活内生动力，通过全体村民的艰
苦奋斗，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钱袋子”
越来越鼓，村里环境越来越整洁，成为静
海脱贫攻坚队伍中的“先头兵”和好榜
样，并荣获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一大早，家住小高庄村的靳云娜和

往常一样，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
洁的庭院、青翠的绿植，让人置身其中倍
感身心舒畅。前不久，靳云娜家被区妇
联评为“美丽庭院”，优美的环境成为了
村民们争先学习的榜样。榜样的作用是
强大的，除了村民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
少不了村子对环境的投入。近年来，借
着驻村帮扶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

小高庄村不断加强村内基础设施建设，
使村内环境焕然一新。与此同时，不断
探索治理方式，利用“网格化＋十户联
防”和“门前三包”等方式，逐户划定责任
区，让村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2019
年，小高庄村成功入选天津市第一轮人
居环境示范村。靳云娜说：“现在，村里
环境越来越好了，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
善。如今，走在小高庄村，宽敞的道路、
环保的路灯、成行的树木、崭新的健身广
场……一幅新农村的画卷在人们眼前徐
徐展开。随走随行，处处有惊喜，处处显
文明。在新建的党群服务中心广场，村
民胡桂如在文化长廊前驻足观看。她
说，过去自己都是通过电视了解国家政
策，现在村里宣传抓得好，活动搞得多，
随时随地都能学习了解国家的新政策、

新理念。环境美了，精神文化生活丰富
了，致富的精神头儿就更足了。经过几轮
品种改良，小高庄村的“枣林”经济发展势
头强劲，美名远扬的小高庄脆枣已经成为
了地标性产品。村民胡如立是经验丰富
的枣农，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村里党群
服务中心阅读种植技术相关书籍。胡如
立说：“现在干什么都得学习。虽然我们
枣农有一定的种植经验，但种植技术一直
在不断更新。这几年，我们逐步掌握了新
的套种技术，并以此增产增收，‘钱袋子’
越来越鼓。”几年时间，从结对帮扶困难
村，到如今的“全国文明村镇”，小高庄村
的蝶变之路让人赞叹。接下来该村将继
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组织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打好枣树品牌，带动更多村
民增收致富，助力村庄更好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芳 通讯员毛丽
华）大邱庄镇万全街因地制宜，因街施策，
牵住乡村振兴的“牛鼻子”，通过盘活企
业，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补短板、强弱
项，村街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焕然一新，
文明建设硕果累累，日前，荣获第六届“全
国文明村镇”称号。

最近，区图书馆大邱庄镇万全街分
馆开馆迎客，通借通还，图书预订，让村民
不出村就能享受文化盛宴。作为万全街
“两委”给村民争取到的福利，图书室图书
数量、质量大升级，温馨安静的阅读环境
让人在阅读的海洋肆意遨游。不少村民
慕名而来，平时就酷爱阅读的村民李炳艳
就是其中一员。村民李明芳利用中午时
间，抽空来到新图书室，工作一上午带来
的疲惫随着阅读慢慢消散。回忆过往，自
己都不敢想能有这样的生活，别说阅读
了，因家庭原因，她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
担，忙里偷闲几乎都是奢望。一直以来，

万全街始终将村民的幸福感放在首位，利
用辖区内企业多的特点，对照国家政策与
标准，盘活“僵尸”企业，助力高耗能、低环
保企业升级转型。企业运转步入正轨，员
工的需求开始增多，为此万全街党群服务
中心为企业和村民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免
费的培训机会。在万全街的用心帮助与
服务下，许多人自发地成为了村里的志愿
者，他们有企业家，也有农民，不论是什么
身份，初衷都是一样的，就是为村里贡献
力量。王绍军是大邱庄镇万全街的一名
企业家，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和其他志愿
者一起清扫街道落叶。他说，现在村里的
志愿者越来越多，只要大家携起手来，万
全街一定会建设得越来越好。“喝水不忘
挖井人”。现在的好生活都是站在前辈的
肩头上打拼下来的。每年年底，万全街
“两委”都会带着慰问品看望街里的老党
员，同时征求他们对街里下一步发展的好
建议、好办法。万全街党群服务中心党委

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炳柱说，“万全街每年
给退休老人发放退休费140余万元，全村
村民合作医疗保险60余万元，中秋节、春
节期间的米面等福利性支出60余万元，
体检费20余万元，困难群体和困难户的
帮扶资金10余万元。不仅如此，通过修
公路、铺设排水管网、搞绿化……村里的
整体形象大变样。”如今，万全街的经济实
力不断壮大。他们又把目光转移到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上。办活动、搞宣传，
不仅丰富了村民业余生活，也拉近彼此之
间的距离，增强了全村的凝聚力。李炳柱
说：“我们要以获得‘全国文明村镇’为契
机，大力开展创建惠民活动，不断增加村
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团泊村：村强民富景美人和

北二堡村：文明创建扮靓美丽乡村

小高庄村：村容风景美百姓生活好

万全街：文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连日来，静海区
消防救援支队对辖
区内高校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宣传和消
防安全设施检查，为
学校营造良好的消
防安全环境。图为
区消防救援支队工
作人员在天津中医
药大学检查校园消
防设施设备。

张宸齐 摄

本报讯 （记者李磊）静海区一直把铁路护路联防工作纳入平安
建设、综治工作总体规划，联防联动，压实责任，不断提升铁路护路联
防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保障铁路沿线治安持续稳定及铁路运输安全
畅通。
“平安铁路”创建是平安静海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全力做好铁路

护路联防工作，静海区成立了一支由26人组成的铁路护路联防专职
队伍，分别在京沪高铁和津沪铁路沿线做好巡逻防护。2020年，铁
路公安部门与区护路办通力协作，各专职护路队员尽职尽责，全年共
配合开展10余次排查行动，重点对铁路沿线的彩钢板建筑、高大树
木等影响列车正常行驶的隐患问题进行集中整治。累计排查发现隐
患点位184处，队员日常巡线发现隐患点位35处，并已全部整治完
成，为维护全区铁路沿线治安持续稳定及铁路运输安全畅通奠定了
坚实基础。接下来，该区将进一步做好铁路沿线冬季安全防火工作，
加强重要节点铁路安保维稳，同时进一步突出联防联动。全体护路
队员严格对照《静海区铁路护路联防专职队伍管理制度》要求，克服
冬季巡查困难，加大巡逻防控力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报告，将铁路
沿线各类隐患问题发现于初始、解决于萌芽，切实保障铁路沿线治安
持续安全稳定。

静海区抓好铁路护路联防工作

本报讯 （记者马旭）“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区
住建委结合部门职能，压实工作举措，牢固树立“安全生产是红线是底
线是生命线”的理念，坚决把安全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

安全生产一头牵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对社会发
展稳定尤为重要。虽已是岁末隆冬，西边新苑家园项目依旧是一片繁
忙景象。冬季施工由于施工条件及环境等不利因素，是工程事故的多
发季节。区住建委结合冬季施工特点，对项目开展安全巡查，对项目
施工中使用的脚手架、塔吊、电梯等设施进行安全隐患排查，确保在建
项目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该委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支队长张俊峰说：
“冬季施工因为工人穿的多，行动不便，再加上天气寒冷，脚手架上有
霜，会打滑，所以我们把防高空坠落作为检查的重点。”据了解，区住建
委作为工程建设的行政主管部门，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狠抓建筑
工程领域安全生产。为保障建筑施工安全，对全区84项在施工建设项
目不间断开展了专项检查、巡查。截至目前，共出动检查人员1236人
次、执法车辆562车次，检查建设项目562项次，排查隐患46项，下达
整改通知书17份，现已整改完成，整改率100%，有效保障了全区建筑
施工领域安全形势稳定。同时，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安全生产教
育培训，营造安全生产氛围，形成安全生产的行动自觉。紧紧压实各
项目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有效落实。持
续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控制能力，从源头上真正
做到堵塞漏洞，消灭死角，杜绝隐患。

区住建委严守安全生产底线

本报讯 （记者靳巍巍）日前，大邱庄镇
联合区人力社保局、滨海新区人力社保局共
同举办大型公益招聘会，为用工企业和求职
者搭建起沟通桥梁。

大邱庄镇坚持把“稳就业”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积极做好全方位就业服务，助推劳动者多
行业择业、稳定从业、高质量就业，全力确保就
业形势稳定。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求职者络
绎不绝，每个展位前都有求职人员驻足浏览企
业信息，寻找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不少招聘
企业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供需双方面对面交
流，有效对接，进一步提高人岗匹配率。此次招
聘会以“稳就业政策助力，保就业服务筑桥”为
主题，邀请静海区、滨海新区、武清区60余家企
业参与，提供电子电工、机械工程等多领域就业
岗位2609个，力求满足求职需求。招聘会共
吸引300余名求职者参加，134名求职者与用
人单位现场达成就业意向。

大邱庄镇举办
公益招聘会

本报讯（记者徐爱丽）连日来，沿庄镇东禅房村下大力量对村内一号
坑以及全村整体环境进行全面提升整改，为村民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名片，也是事关群众生活质
量的重大民生工程。走进东禅房村，记者见到一辆垃圾运输车上载满了
各种垃圾和杂物，保洁人员正在清理道路两侧的生活垃圾和房前屋后的
秸秆杂草。东禅房村党支部书记王振红告诉记者，村内的环境存在脏乱
差等问题，这次镇政府帮助村里制定环境整改方案，特别是对一号坑的环
境进行彻底治理，确保环境整治工作取得实效。此次卫生清整行动共出
动45人次、垃圾运输车3辆、大型机械设备2台。经过大家4个多小时的
努力，一号坑原有的垃圾全部得到清理，并设置了围挡，房前屋后的杂草
也进行了清理，村内环境有了明显改善。为了保持住这次清整后的良好
环境，该村每天通过大喇叭广播的形式让村民提高环保意识，每天有一名
村干部在村内进行巡视，防止脏乱差现象反弹。

东禅房村环境整治初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