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项行动护航春节安全

社会正能量

本报讯（通讯员 左秀艳）近日，双港镇林景家园社区居
民因噪音干扰起纠纷，居委会、村委会、派出所合力调解，使
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前些天，双港镇林景家园社区一居民向居委会反映，楼
上经常出现噪音，使他身心疲惫。同住一栋楼的其他居民
也向网格员反映最近经常听到噪音，影响正常生活。经核
查，网格员发现噪音源于该楼栋某居民家中。经细致了解
发现，此户居民因楼上居民家噪音发生纠纷后，经双方自行
协商未果后，便买来震楼机进行“反攻”，没想到影响到其他
居民。为更有效地解决问题，林景家园社区与何庄子村委
会、中铁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召开专题研判会，并共同入户与
双方当事人进行沟通。工作人员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最终
双方达成和解，事情得到圆满解决。

噪音扰民起纠纷多方调解化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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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评选

新城社区抗疫经验全国“点赞”

新时代文明实践
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

八里台镇碧桂园第二社区

智能测温仪“上岗”
日前，八里台镇碧桂园第二社区在碧

桂园小区西门投入使用红外线智能测温
仪。此款“防疫神器”具有非接触式测温、
误差小、速度快、语音播报等特点。来往居
民只需在测温仪前抬手，测温仪就能够精
准播报体温，体温超过37.3摄氏度，测温
仪系统就会自动报警。智能测温仪的配备
有效缩短了卡口排查时间，保障了疫情防
控工作有序开展。 （八里台镇）

双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文艺演出迎新春

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启动公益服务项目

“神兽自习室”送来温暖陪伴

本报讯（记者 李国正）为切实保障公共安全和群众人
身安全，让广大市民度过安全、文明、洁净的新春佳节，日
前，公安津南分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专项治理行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燃
放烟花爆竹等违法犯罪行为。

小站派出所民警深入各社区，与社区网格员一起张贴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宣传海报，向过往居民发放《致全市居民的
一封信》，走进小区超市等点位，现场讲解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的意义，引导商户和群众自觉抵制燃放烟花爆竹。
此外，今年区公安系统还通过强化视频监控调取、加大

巡逻防控和车辆审查力度等措施，为做好津南全域禁燃禁
放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2020年12月以来，公安津南分
局已累计查处各类烟花爆竹案件4起，治安拘留3人，治安
罚款1人。

公安津南分局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根据天津市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的相关规定，津南区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生产、
销售、经营、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违反上述规定，公安
机关将给予治安罚款、治安拘留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
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烟花爆竹禁止
燃放规定，同时大家还可以拨打110举报非法燃放烟花爆
竹及其它涉及烟花爆竹的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 2020年，咸水沽镇新城社区在
深化推动“三社联动”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
展“四联协作”工作法，定制社区疫情防控四
色“晴雨表”，开创“拟智慧”社区建设，扎实
做到社区防控无死角、社区治理无缝隙，在
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日前，
该社区申报的《“三社联动”+“四联协作”，疫
情防控有晴雨，社区治理有智慧》案例被评
选为“全国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优秀案例”。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新城社区充分调动
基层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在“三社联动”工作
基础上，第一时间动员各类组织，形成基层
疫情防控的合力。同公益创投、小巷管家等
项目建立长期关系，共同参与疫情防控；组织
6名专业社会工作者进行线上心理疏导，并在
做好防护的基础上，入户急需帮助的居民家
庭，提供线下居家支持服务。社区还通过协
商的方式动员社区居民承担志愿者工作，在
小区卡口开展体温检测、证件核查等工作，协
助居民买菜、送菜等。其间，社区500余名居
民作为志愿者参与疫情防控，部分志愿者表
现突出，被培养为志愿者领袖，成为后续社区
治理的中坚力量。

新城社区创造性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四联协作”工作法，即采用一名网格
员联系一名党员、联系一名或多名志愿者，
并联系一名物业管家的方式，进行联防联
控，精细化网格管理。对湖北、外省市和境
外返津人员包联到楼、包联到户，力保做到
信息传达通畅及时，不漏一户、不漏一人。
社区党员充分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500
余名社区志愿者积极投身社区疫情防控，
20余名物业管家在开展本职物业服务的基

础上，及时了解社区租户动态，提供一对一
差异化服务，做到一户一册。党员、志愿者
和物业管家的工作受网格员统筹，既保障
了志愿服务人员的高度组织性，又确保了
工作效率。

在全国采用绿码、橙码、红码等色彩标
识之前，新城社区就创新性地采用了色彩晴

雨表，发放不同颜色的出入证，精准把控社
区居民信息和流动状况。新城社区依据早
期摸排的居民信息情况，为居民建立彩色档
案，并发放四色通行证。小区出入口志愿
者、物业人员一眼即可识别进出人员的状
态，提高通行效率。同时，对流动居民建账
造册动态跟踪管理，最大限度防治疫情可能
出现的扩散。在疫情防控期间，两个居民小
区实行严格的一证四色的“色彩晴雨表”，累
计发放出入证9000余张，切实做到了社区
管理更精细，疫情防控无遗漏。

在疫情防控中，新城社区利用微信建
立了网格群、楼栋群、单元群、四联协作工
作群等，并要求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实名
制，不仅有效实现了信息的上传下达，掌
控居民信息，也有助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
及疫情解除后居民自我组织楼门活动、营
造楼门文化和社区文化。同时，社区创新
性地设置电子居民信息表，以内部网络共
享形式帮助网格员精确掌握每位住户的
情况，高效地提供针对性、差异化服务。
每位网格员都可以随时从自己的手机端
查看该信息表，随时调查所负责网格的居
民信息，且如入户随访时发现住户信息变
化，可实时更新保存。

区民政局 供稿

本报讯 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正式
开始施行。在民法典施行首月，津南区多部
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习宣传活动，普及民
法典知识，传播民法典精神。

区司法局以“拥抱会展 共赢津南”为
主题，组织各司法所工作人员和社区矫正
对象到车站、市场等场所开展民法典主题
宣传活动，向群众普及民法典知识。同
时，司法所还制作了线上普法微视频，详
细解读民法典中“无因管理”知识，营造了
良好的法治宣传氛围。

区科技局组织全体工作人员集中学
习民法典知识，并利用微信群进行民法
典知识宣传。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刻认
识民法典实施的重大意义，做一个守法
的好公民。

区交通运输管理局组织工作人员在
地铁站、商场、居民小区周边等区域向过
往群众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推动民法典
融入群众日常生活。

津南中医医院利用党小组会，组织党员
集中学习民法典公开课，观看教育警示片，推
动医院职工进一步守法、懂法、用法。

小站镇东闸村邀请南开大学法学
院研究生苏子宸开展民法典法律知识
专题讲座，引导村民积极学习民法典相
关知识。

区司法局 供稿

社区志愿者在小区卡口为居民发放疫情防控宣传材料

“三社联动”构建优化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

“四联协作”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和居民力量

“拟智慧”社区建设高效提升居民福祉

“色彩晴雨表”精准助力疫情防控部署

本报讯（记者 马俊红）日前，2020年度
天津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六个一批”先进典型
名单公布，本区5名个人6个团队单位入选。

天津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六个一批”先
进典型评选经宣传发动、组织推荐，评委现
场评审，从候选名单中择优推选出50名优
秀志愿者、50个优秀志愿服务团队、30个优
秀志愿服务项目、20个优秀志愿服务社区、
30名优秀志愿服务工作者、24个优秀志愿

服务岗站。本区田景英、栗玉芝、葛汝森荣
获优秀志愿者，春燕公益服务舞蹈队获优秀
志愿服务团队，津南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
训志愿服务项目获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双新
街万盈家园社区、咸水沽镇新城社区获优秀
志愿服务社区，马路、孙雯获优秀志愿服务
工作者，双新街昆香苑社区“V”志愿服务
站、区妇女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学
雷锋志愿服务岗获优秀志愿服务V站。

2020年，津南区全面落实国务院《志
愿服务条例》和《天津市志愿服务条例》，以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建成高质量小康
社会为重点，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依
托，汇聚志愿服务的磅礴力量，涌现出一大
批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本次获奖的
个人和团队单位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以实际行动书写了新时代
的雷锋故事。

天津市学雷锋志愿服务“六个一批”先进典型名单公布

津南5名个人6个团队单位入选

志愿者为小“神兽”们进行课业辅导

本报讯 自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开展以来，津南区消防
救援支队结合辖区实际，切实加强居民群众消防宣传教育
工作，有效提升群众防灭火能力及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
能力，得到了全区各界的高度认可。

支队首先对全区宣传工作需求及社会人员特点进行
充分调研，并结合“四个能力”、“一懂三会”等内容，组建
成立了由8名消防文员及政府消防员组成的专职宣讲团，
建立了一套“推门入户、因需施教、广泛开展”的消防宣传培
训模式。

其间，支队精心制作了培训课件10个及针对家庭、学
校、医院、人员密集等不同场所的培训讲义17份，印制各
类宣传材料10万余份，根据各时期特点制作宣传展牌38
块，为开展不同类型宣传培训工作提供硬件保障。

与此同时，支队确立了“把握重点、突破难点、针对特
点”的工作思路，针对不同对象特点采取不同宣传方法，结
合实际特点，细化宣传内容，着重提升宣传实效。

在此基础上，支队积极对接区网格中心，建立合作机制，
并联合下发文件，发动各街镇网格员在日常工作中结合实际
开展消防宣传工作，进一步延伸消防宣传触角。目前，我区
107个社区的网格员发挥消防宣传员的作用，每日采取“面
对面、一对一”的宣传方式，针对“孤、寡、老、弱、病、小”等弱
势群体开展入户宣传，帮助整改消防安全隐患，逐门逐户开
展消防安全常识教育，全面遏制小火亡人多发态势。

（津南区消防救援支队供稿）

近日，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联合物业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 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志
愿服务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以
垃圾收集点、公用健身器材、小区楼道、电梯
等区域为重点，开展了彻底的环境清洁与消
毒工作。同时，广泛发动商户清理摊位卫
生，清除积存垃圾，抓好小餐饮店、小作坊、
流动摊贩等重点场所卫生管理，为居民营造
了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咸水沽镇）

咸水沽镇红星里社区

卫生清整助疫情防控

津南区消防救援支队

防火宣教精准有效

寒假生活已经开启，双职工家庭的“神
兽”们该“何去何从”？成为家长们烦恼的头
等大事！了解到这一情况，咸水沽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立即发动镇内大学生志愿者，启
动“花young年华——神兽自习室陪伴公
益服务项目”，让“神兽”归笼，让家长放心。
“来，抬起头，坐姿要正确。”“这道题做

得非常好，再认真仔细一点。”早上9点钟，
在咸水沽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内，20名参
与活动的学生分散在一楼图书角坐好，志愿
者按照家长提前一天布置的任务“小卡片”
监督、辅导孩子们完成作业。

家住咸水沽镇的二年级学生李思齐，父
母都忙于工作，家中老人远在山东，正当家
人为孩子的无人陪伴一筹莫展时，听说了
“神兽自习室”项目，于是立即为孩子报名。
“每年我都要回山东爷爷奶奶家过假期，今
年因为疫情回不去，所以爸爸妈妈让我来参
加这个活动，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这里有很
多小朋友陪我玩儿，而且还有我最喜欢的读
书活动。”李思齐说。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志愿者们
还定期组织开展安全讲座、读书、观影、绘画等
特色活动，让孩子们假期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虽然该项目只运行了短短10多天，但
受到了家长和孩子们的一致肯定和赞扬。
“这一段时间以来，艾纯有了很大的改

变，更开朗，更自律，每天的学习效果非常
好，孩子每天都盼着去自习室。十分感谢实
践所提供的平台，也十分感谢志愿者们。”艾
纯妈妈说。

刘霄鹏妈妈看着孩子的变化也不住地

夸赞：“感谢实践所为孩子提供了如此温馨
又健康的活动场所，更要感谢志愿者把孩子
每天的内容设置得充实又丰富，让孩子的寒
假生活丰富多彩。”

点赞的背后必然少不了志愿者的辛苦
付出。

项目发起之初仅有5名大学生志愿者，
在短短几天时间内，通过镇微信公众号牵线
搭桥，已经有27名志愿者应征“上岗”。他
们都是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中医
药大学等高校的大学生，在与孩子们的朝夕
相处中，志愿者也是收获满满。

李思东是吉林人，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
假期在咸水沽镇的姑姑家做客，看到镇公众
号发出的招募令后，立即报名成为一名志愿

者。他说：“我比较善长画画，所以就教孩子
们一些简单的绘画知识，在得到他们的认可
和喜欢后，我觉得十分自豪。此外，在志愿者
队伍中，不乏许多优秀的大学生，通过和他们
交流，让我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了提高。”
“因为项目成立的时间不长，所以我们

也在摸索中前进，每天的服务项目结束后，
我们都会与专业指导老师进行复盘分析，进
而改进工作举措，给家长和孩子带来更好的
服务体验。接下来，我们在志愿者管理方面
会更加精细，充分发挥每个志愿者的特长，
创新拓展课外知识，帮助孩子们完成学习任
务的同时提高学生自身综合素养。”项目团
队负责人杨凤桐介绍。

记者 王彤 通讯员 张骁

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春节，津南区各企业纷纷鼓励员工就地过年，各街镇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送祝福进企业活动，让留津外
地员工感受到“家”的温暖。图为小站镇组织剪纸爱好者和楹联书画院的老师走进企业开展迎新春送祝福活动。

通讯员 刘俊英

本报讯（通讯员 牟心宇）近日，失主杨先生代表公司为
南环路派出所送来一面印有“为民办事尽心尽力 廉政高效
深得民心”字样的锦旗，对民警郭乙涛、崔向喆尽职尽责帮
其找回公章之举表示感谢。

前不久，南环路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其在外出办业
务时不慎将公司公章丢失，请求民警帮助。接报后，民警
立即赶往现场，在详细了解事情经过后，随即调取周边视
频录像开展搜寻。经细致工作，民警找到了拾获者，并将
公章交还给报警人。

近日，双林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象
博豪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共建单
位开展“拥抱会展 喜迎新春”文艺进社区
活动。在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天津曲艺团
的演艺人员通过京韵大鼓、快板、魔术、京东
大鼓、相声等表演为社区居民带来了新春的
欢乐。观看完演出，居民们表示，要以热爱
津南、建设津南、发展津南、奉献津南的热情
和行动，拥抱会展、服务会展。（双林街）

职员办事丢公章民警尽责帮找回

本报讯（记者 陈涛 通讯员 程立双 ）近日，交警津南
支队以交通劝导站为依托，开展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旨
在进一步提高广大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确保春运期间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活动期间，交警们在大件路与月牙河西路交口设置点
位，通过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
《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一盔一带”等相关知识，
号召大家从自身做起，遵守交通法规，规范文明出行，做文
明交通参与者。

交警提醒市民，新的《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若干规定》
已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中，很多涉及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的法规发生了变化。希望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
守交通法规，文明出行，共同过一个平安、愉快、祥和、幸福
的新春佳节。

交警津南支队开展主题宣传活动

确保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公安津南分局开展禁放烟花爆竹治理

保障市民文明安全过节

火热的祝福送给留津的你

津南宣传民法典
接地气 入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