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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区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5%

端午假期消费旺盛活力十足
■记者 张翅 文/摄

端午假期期间，全国游客从八方涌来，
沉醉于和平区的美景。无论是景区景点，
还是五大道街区、金街步行街，处处人头攒
动，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

游客乐得开心，景区工作人员更高度
负责，力求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享受到宾至
如归的旅游体验。端午假期全区文旅市场
实现高质量发展，假期3天各景区客流量达
到 83.56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0.77%；旅游综合收入8959.25万元，与去
年同比增长135.09%。

和平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假日经济
发展，假日期间，区领导、市文旅局领导分
别带队到和平路金街、民园广场、瓷房子、
张园、静园等重点景区检查安全生产和疫
情防控工作落实情况，端午假期全区文旅
市场保持平稳有序。

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人如织，在民园
广场举办的大众排球欢乐季营造出假日
体育休闲之旅；民园西里举办的“赶巷子”
复古市集成为“网红打卡地”。连着年假
一起休的周先生来自杭州，陪着女朋友一
起来到五大道游玩，周先生说：“为了拍到
漂亮的照片，女朋友提前很久翻看五大道
画册，准备衣服和饰品，一个造型都要摆
七八次。”周先生表示，女朋友之所以这么
喜欢民园广场，喜欢五大道，除了美景、美
食，更多的是喜欢这里的历史底蕴和文化
内涵。

据了解，节日期间，区文化和旅游局
等部门紧密结合庆祝建党百年，推出了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各景
区景点及文娱场所有序开放，营造出欢
乐祥和的节日氛围。首届南市食品街端
午文化旅游节、“粽香品味人生、感悟端
午文化”展示活动分别在南市食品街和

金街隆重推出，浓郁的端午文化成为最
大亮点。“唱支山歌给党听”大家唱群众
歌咏活动暨第三十五届和平纳凉晚会文
化惠民演出在红色教育基地张园拉开帷
幕，深受市民游客欢迎。

入选全国百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的中
共中央北方局旧址纪念馆、中共天津历史
纪念馆、“奠基岁月——天津军管会和中共
天津市委在张园”展览……节日期间众多
游客来到这些红色旅游景点，向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献上祝福。
端午期间，和平区公安、交管、市场监

管、医疗急救等部门严格值班制度、到岗到
位，为市民游客提供高质量服务，提升旅游
舒适度、满意度。

■记者 王阳

肉烧茄子12元、西红柿鸡蛋菜瓜8元、奥
尔良烤翅8元……65英寸大屏科普“护理妙
招”，营养师精耕细作“每日特色”，食堂窗明几
净，美食现做现卖……最近，在和平区南市街
裕德里老年日间照料中心，挂起了一块“社区
便民大食堂”的牌子。这个开在居民家门口的
食堂，除解决老人就餐需求之外，也面向社会
开放，为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打开了新思路。

为解决老年人养老需求，和平区推进社
区嵌入式养老，鼓励发展社区老年助餐服务，
一个400平方米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在裕德
里社区28门一楼正式开放，其中最大的一个

厅开辟为老年食堂。左手边明厨亮灶，右手
边是宽敞的堂食区，营养师精心搭配，每天
10到12个菜，以清淡、少油、少盐、少糖为主。

住在裕德里社区12门的赵奶奶是这
里的常客，肉烧茄子是她的必点菜。阳光
明媚的中午，赵奶奶准点踏入社区食堂。
“我今年81了，身体挺好，就是血糖高，这
几个不放糖的菜我都能选。”和赵奶奶不
同，王大爷喜欢把菜打回去吃，每天中午早

来会儿，坐在宽敞的食堂里先看会儿电视，
“这里每天都播一些护理知识，教你怎么翻
身啊，怎么走路不摔跤啊，挺好。”

便民食堂还有一个微信群，在工作人
员手把手指导下，很多老人都学会在群里
抢单了。“每天我们推出一个特色菜，提前
发布在群里，今天是红烧排骨，很多老人预
定。”食堂负责人介绍。

除了可以“到店用餐”，每天中午12点，

送餐员准时出发，将30多份饭菜送到有需
要的老人家中。节日期间，食堂还会回馈社
区老人，免费派送元宵、水饺和粽子。

中心还及时转变经营理念，将老年食堂升
级为社区便民大食堂，在满足老人就餐需求之
外，面向社会供应午餐，吸引了不少周边上班
的人群，社区工作者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中心
负责人介绍，“现在食堂日均供餐量在100到
120份左右，从6月份开始供应早餐。我们相
信养老服务业未来可期，大有可为！”

和平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受欢迎

美食与助老相得益彰

本报讯（记者付昱）记者从和平区城市
管理委获悉，作为今年和平区20项民心工
程之一的10个“口袋花园”即将于7月开
建。广大市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
“诗与远方”。

城市绿地系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生
动载体，更是城区品质的具体体现。“口袋
花园”也称袖珍花园，一般指规模较小的城
市绿色开放空间，是城市绿地系统的有机
组成部分。

今年，和平区结合旧楼区改造项目，
计划在街景绿地、小区绿地中选择10个
适宜的小块绿地，建设 10 处“口袋花

园”。这 10处“口袋花园”分别在：津中
里、鞍山道168号、诚基中心、崇仁里、开
封里、马场道72号、郡城家园、同安南里、
海光寺、憩园。
“我们将通过设置景亭、廊架、座椅、

健身步道等设施，实现‘口袋花园’可休
憩、可赏景、可健身，满足居民群众的个性
化需求。”区城管委园林建设养护科科长
刘治国说。

近年来，和平区通过“见缝插绿”等多
种方式，从面子到里子，从功能到内涵，不
断提升城区品质，让居民群众的获得感成
色更足。

和平区10个“口袋花园”即将开建

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本报讯（记者王阳 通讯员于万鹏）连

日来，和平区市场监管局采取“三步走”工
作举措，将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安全监督
检查全面引向深入，切实筑牢儿童和学生
用品质量安全防线。

据了解，区市场监管局按照《儿童和学
生用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实施方案》要求，
从即日起到6月底在全区范围内对生产、销
售儿童和学生用品的单位开展全面检查，
持续对儿童玩具、学生文具、校服、校园跑
道4类重点产品进行检查。检查中，区市
场监管局着重对是否销售未经认证的国家
强制性标准商品进行全面检查。为保证其

销售商品的强制性认证标识真实合法，现
场提取后，执法人员通过国家认证认可业
务系统对强制性商品的实时信息逐一进行
查验，把好检查关。区市场监管局还联合
教育部门和街道，进学校、进社区，开展校
园跑道等学生用品质量安全检查和宣传活
动，不断推进部门联动、社会联动的共治效
力，构建主体合法、经营合规、产品合格的
良好局面，全力保障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
安全水平提升。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对区内10
家单位销售的98个品种120个批次的儿童
和学生用品进行了全方位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采取“三步走”工作举措

守护儿童用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张昕然）6月8日，区人社
局联合区医保局、区税务局、社保和平分中
心、医保和平分中心、建行天津分行营业部
开展“和平夜话·我为群众办实事 人社服务
轻骑兵”活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人社服务轻骑兵”共成立了6
支小分队，每支小分队由人社、社保、医保、
税务、建行业务能手组成，从6月至9月，在
全区六个街道开展上门服务和现场咨询2类
22项便民服务，重点为高龄、独居、空巢、行
动不便以及“四失五类”群体提供菜单式定
制式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真正让群众
感受到人社系统和民生部门党员干部的温
度和热度。

启动仪式现场，6个不同专业的政策咨
询桌前，围满了居民群众，“人社服务轻骑
兵”队员就养老待遇领取、异地保险关系转

移、长期护理险政策咨询等问题，热情耐心
逐一答疑。遇到比较复杂的事项时，及时掏
出手机帮助联系。
随后，“人社服务轻骑兵”小分队为南

市街居民群众上门服务。家住南市街裕德
里社区裕德里小区的杨大娘，因病长期瘫
痪在床，行动不便，无法到社保中心现场办
理养老资格识别认证。为了不影响养老金
的发放，“人社服务轻骑兵”小分队上门帮
助脸部识别，使其完成本年度养老金资格
认证。
在同庆后小区，照顾长期卧病在床老父

亲的欧先生表示，以前要想帮老人把退休金
领出来，得拿着存折去银行现场取钱，一去
就是大半天。现在“人社服务轻骑兵”小分
队队员把第三代社保卡送上门，以后终于不
用来回折腾了。

区人社局开展“和平夜话·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人社服务轻骑兵 为民服务更舒心
本报讯（记者付昱）“简单的扶手解决了

社区老年人的大难题，扶手虽小，折射出的
却是大民生，是区民政局真心实意为百姓办
实事的生动实践。”这句话出自劝业场街林
泉社区居民张大爷口中，前不久，他特意委
托儿子为和平区民政局送来了锦旗，感谢区
民政局为居民办的好事、实事。

张大爷住的是伙楼院，二楼虽不高，但
是楼道狭窄，没有安装扶手，对于身患有半
身不遂的老人来说，每天出门扎针灸，上下
楼成了大问题。在“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中，
社区了解到老人的需求，积极与区民政局沟
通对接，经过多次实地测量，崭新的扶手终

于安装到位了。
“新扶手是尼龙材质的，握着不打滑，还

不冰手，明亮的橘红色看得倍儿清楚，握着
手心是暖的，我们心里也是暖的。”张大爷这
样说。

据了解，劝业场街林泉社区共有60岁
以上老年人799人，老龄化比例29.1%。自
去年“和平夜话”实践活动中，区民政局启动
适老化扶手安装工程以来，共计为林泉社区
安装了37个扶手，解决了不少老年人的出
行难题。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区民

政局协调财政出资50万元，为老旧小区安装
适老化扶手。下一步，我们还将在每个街道
建成1个适老小区，通过适老化工程进小区、
进楼门、进家庭，让社区更宜居，让居民群众
更幸福。”区民政局负责人说。

区民政局真心实意为百姓办实事

解决“小扶手”折射“大民生”

本报讯（记者王阳）日前，区商务局在劝业场街南京路社
区，组织开展“赓续精神话党史 创新发展办实事”主题读书会
暨“和平夜话”活动。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光辉历史和伟
大成就，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
落实落细“和平夜话”实践活动，扎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

活动中，区商务局3名党员分别围绕学习《中国共产党简
史》书籍，分享了“一位平凡党员的不平凡誓词——贺页朵”“横
空出世”“沂蒙精神一脉相承”等党史小故事；活动现场以访谈
形式，采访了拥有52年党龄的退役军人冯树任老人，与大家分
享交流了他退伍不褪色，坚定不移跟党走的故事。由退役军人
朗诵的党史诗歌《共同的名称》将活动推向高潮。

与会党员干部、企业职工纷纷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华诞，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要胸怀“国之大者”，发扬
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以实际行动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贡献力量。

区金融局组织驻区金融机构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

学习党史 永葆初心
本报讯（记者王阳 通讯员郑达）日前，区金融局在北京银

行天津分行组织开展以“党建引领金融发展·回顾历史不忘初
心”为主题的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活动，邀请区委区级机关工委
相关负责人以“延安精神永放光芒”为题进行学习辅导。

本次活动作为区金融局“永远跟党走”和“和平夜话”专场
活动，共组织了金融局党员干部和驻区金融机构党员干部、工
作人员共计180余人参加，辅导从延安整风历史背景，延安整
风主要作法和经验，延安整风经验对提高能力素质的作用3个
方面进行了宣讲，给驻区金融机构党员干部，深入浅出地上了
一堂生动的党课。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要砥砺初心、勇担使命、
接续奋斗，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发展“金融和平”的事业中，凝聚
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强大合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
都市标志区提供坚强金融保障。

和平区举行社区工作者高级研修班

弘扬奉献精神
讲好和平故事

本报讯（记者李震）为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做好社区居
委会换届后的后半篇文章，日前，和平区举行第五届社区工作
者高级研修班。本次培训覆盖全区64个社区“两委”班子成
员，分两批次轮流进行，为期五天。

培训围绕社区重点工作任务和社工成长需要，通过政策
解读、社区实操、案例分享等方式，增强社区新一届班子成员
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能力，帮助他们尽快融入到社区新
岗位。

和平区“金牌讲师”应邀从“带好社区工作者队伍”和“如何
与居民群众沟通”两个课题入手，运用在社区工作中的实战经
历进行了业务技能培训。据了解，这些“金牌讲师”是从众多社
区老主任中选拔出的优秀代表，活动旨在让他们走出社区，站
上讲台，发挥老主任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以身教学，做好和平区
社区治理的传帮带工作，继续传承和平区社区经验，弘扬和平
区社区工作者奉献精神，让和平人讲好和平社区故事。

区商务局开展学党史主题读书会

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张翅）6月 9日，由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平
区政府主办的“曲艺赞百年·启航新征程”
第五届“和平杯”非遗曲艺票友邀请赛组
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标志着邀请赛正式
启动。

本届邀请赛旨在用文艺形式描绘“十四
五”规划蓝图、回顾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
砺前行的光辉岁月。
新闻发布会上，组委会负责人及特邀

曲艺专家介绍了历届“和平杯”非遗曲艺票
友邀请赛开展情况，并讲解了本届邀请赛

全新“线上”模式（即报名、初赛、复赛等环
节以“线上”进行）。随后，组委会聘请文化
部专家、天津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治邦；中
国曲协副主席、天津曲协主席、梅花大鼓表
演艺术家籍薇；天津文联副主席、天津市电
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蔡晓江为第五届“和平

杯”非遗曲艺票友邀请赛艺术顾问，并颁发
聘书。

据介绍，“和平杯”非遗曲艺票友邀请
赛创办于2013年，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
随着邀请赛规模不断扩大、赛程不断完
善，获得到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广大曲艺
票友、爱好者们的喜爱和青睐，“和平杯”
非遗曲艺票友邀请赛的品牌影响力也因
此而不断提升，在国内曲艺界产生了重要
影响，被列入和平区 20项民心工程及天
津市市民艺术节系列活动之一。

第五届“和平杯”非遗曲艺票友邀请赛启动

和平夜话

本报讯（记者马春霖）日前，区委党校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举办以“沙场点兵”为主题的第3期专题培训班结业仪式。第3
期培训班学员、驻津部队官兵代表、退役军人事务局党员干部
等70多人参加了主题班会。

结业仪式有五项内容，一是参观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荣誉
室。二是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同志介绍退役军人事务局成
立以来主要工作和成绩。三是部队教导员介绍了基层官兵爱
军习武的豪情壮志；部队通信连女兵以《让青春在军营闪光》为
题，分享了她从一名普通大学生到新时代女兵的奋斗故事。四
是培训班学员和党校老干部，朗诵了学员创作的诗歌《军歌唱
响》，表达了对人民军队无限热爱之情。五是区委区级机关工
委相关负责人代表培训班学员，结合自己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和
军旅经历，汇报了学习体会。结业仪式充分展示了军地双方工
作亮点，共同感悟“沙场点兵”的信心，使学员进一步增强了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区委党校注重培训方式方法创
新，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坚持规定动作和自选动
作相结合，坚持课堂学习和实践体会相结合，开展了进机关知
真情强担当、进基层知民情强能力、进一线知社情强责任“三进
三知三强”活动。先后组织了“向党史致敬”“学英雄演英雄做
英雄”等10多场主题班会，使培训学习由“漫灌”变“滴灌”，把
讲台变舞台，把叙事变故事，使学习教育更有趣、更有味。

区委党校举办专题培训班结业仪式

讲台变舞台
叙事变故事

全力打造“五个高地”

日前，劝业场街新疆路社区开展“聆听红色旋律 传承红色
基因”流动党课活动，社区居民与学生共同乘坐“铛铛车”游览
张园、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等革命教育基地，聆听讲解员讲述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共唱经典红色歌曲。

薛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