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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记者韩丽）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张贵庄街道扎实践行“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
事 开新局”要求，紧紧围绕“我为群众办实
事 我把群众当亲人”这一主线，将党史学习
教育与回应民生关切、解决群众困难联系在
一起，紧盯群众最急最难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中转变作风、
取得成效，切实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坚持以上率下，发挥“头雁效应”。按照
党史学习教育部署安排，张贵庄街道第一时
间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党工委书记主持制定
《张贵庄街道“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施
方案》《张贵庄街道机关干部包联社区网格工
作实施方案》。持续开展“四个走遍”活动，带
领社区“两委”深入社区走访低保户和困难群
众，倾听社情民意，关怀弱势群体，为群众排忧
解难，真正使“四个走遍”成为服务居民、造福
百姓的惠民工程。截至目前，街道党工委书
记走访困难户等重点人群160余户，收集群众
反馈问题28件，已协调解决问题26件；社区
党组织书记走访居民数10350户、商铺918
户，收集问题191件，已协调解决问题159
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机关党支部党
员全部下沉社区入列轮值，积极履行巡查员、
服务员、调研员“三员”职责，聚焦社区居民的
难事、急事、揪心事，力所能及收集并解决群众
“微心愿”。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机关60余名
党员主动参与到环境卫生清扫、疫苗接种宣

传、居家养老服务等，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聚焦急难愁盼，提升群众“三感”。聚焦
街道重点工作和群众实际需求，拿出一批解
决民生问题的实招硬招，实施一批民生项目
工程，化解一批矛盾纠纷，破解一批转型发展
难题，提升群众“三感”，助推“我为群众办实
事”走深走实。聚焦服务民生解难题。深入
走访调研，收集各类问题，制定群众诉求清单，
累计确立民生项目 22个，目前办结率超
90%。精准推进疫苗接种工作，设立疫苗接
种点位10处，开展移动接种工作17次，使居
民不出社区即可享受到便捷的疫苗接种服
务；启动实施詹滨西里小区、天水丽园小区基
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针对群众重点反映的
道路破损、路面积水等痛点、堵点、难点问题，
实施新建沥青路面、更换铺装、分段施工等工
程，严把“细节关”，严守“品质关”,切实改善了
群众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聚焦基层治理解
难题。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施“进网
格 解难题”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与共建
单位、其他职能部门协作配合，积极落实“接诉
即办”“吹哨报到”制度。目前党工委书记已先
后7次、社区书记30余次到网格中心开展现
场调度处置，共发起吹哨报到事件13件，办结
率100%，群众满意率100%，着力构建起多方
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聚焦企业发展
解难题。构建三级领导干部包联制度及帮扶
机制，持续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目前

已与辖区内83家企业建立了包联关系，实现
“点对点”送政策，“一对一”解难题。

健全责任机制，推进常态长效。建立健
全“为群众办实事”调研走访、下沉轮值、“向
群众汇报”、定期汇报、监督检查等5项工作
机制，有效促进为民服务长效化、常态化、制
度化。完善实践活动责任工作体系，以责任
落实推进实践活动取得实效。明确实践活动
牵头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制定责任分工，细
化工作方案，抓好统筹协调，督促指导推进。
实行项目化、清单式管理，对群众提出的意见
建议、问题逐一登记造册，分层建立“我为群
众办实事”民生项目清单、“我为群众办实事”
群众诉求清单、“四个走遍”发现及解决问题
台账等3个台账，研究解决措施，在实践活动
中突出重点，化解难点，打造亮点，切实为百
姓办好事、办实事。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
微信、微博、电子显示屏、简报等媒介，对街道
及社区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好经验、好做法、
好典型进行多方位、多形式、多角度集中宣传
报道，切实增强为民办事实践活动的感染力
和凝聚力。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区
媒体刊播“学党史·办实事”宣传信息10余
篇，通过“张贵庄街党群E家”公众平台刊播
宣传信息50余篇。

张贵庄街道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把群众当亲人 为群众办实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6月25日，东丽区开展道路危险货
物（液化天然气）运输事故综合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全区应
急处置能力。

应急演练主要通过模拟大客车追尾运输满罐 LNG
（液氮代替）危化品运输车，造成人员受伤，危险品车辆发
生泄漏，危及周边安全。危险品运输车辆驾驶员和押运
员采取现场简易应急处置，运管、应急、交管、消防、医疗
救援等部门以及开发区管委会等应急委成员单位立即响
应，调派第三方应急救援队伍及时启动应急救援预案，开
展受伤人员医疗救护、火灾事故预防、交通应急处置、车
上乘客疏散、周边企业人员疏散、事故现场空气质量监
测、危险货物倒运及后期处置等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最
终，险情被成功控制。

为加强突发事故处置的综合能力,提高应急救援的快速
反应和协调水平，东丽区先后制定了《东丽区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事故应急预案》《人员密集场所突发事件应急疏散预案》
等多项应急预案，进一步提升了东丽区各应急救援队伍的协
同反应水平和实战能力，提高了东丽区对危化品运输车辆事
故的快速处置和应变能力，同时为各街道、部门以及相关运
输企业积累了实战经验。

本报讯（记者孙天枢）日前，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
副会长王培安与东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友东共同为
“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教育示范基地”揭牌。

据了解，“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教育示范基地”坐落在
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2015年，东丽区实施青春护
航行动，在东丽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设置青春健康俱乐部
示范阵地，同时8个街道设置青春健康教育项目点，以俱
乐部和项目点为载体，开展面向家庭、社区、学校等全方位
的青春健康教育培训活动。几年来，累计开展各类宣传培
训活动600场次，受益人数达5万人次。2016年，东丽区
结合区职教中心学校实际，启动建设区级“青春健康俱乐
部”，形成了校内校外融合发展的独具特色的工作体系和
模式，对全区青春健康教育工作起到了示范和引领的作
用。2019年，青春健康俱乐部被批准为天津市首批青春
健康教育示范基地；2020年，被批准为中国计生协青春健
康教育示范基地。

中国计生协青春健康
教育示范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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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韩丽）6月25日，东丽区举办“禁毒和我的
故事”讲述会，通过参赛选手讲述感人故事、感人事迹，激励
引导更多人参与禁毒的人民战争。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
书记李长凯，副区长、公安东丽分局局长李健出席，并为获
奖选手颁奖。

会上，街道禁毒专干、社区网格员及缉毒民警等参赛选
手，围绕“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的主题，结合实际，讲述了身
边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剖析毒品的危害，揭示禁绝毒
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增强群众禁毒的意识，珍爱生命，远
离毒品。

本报讯（记者韩丽）经过半年多的提升改造，东丽区科技
馆于日前对外开放。

据了解，东丽区科技馆以“科创绿谷·临空新城”为定位，
对“智能科技、飞天梦想、科学探秘”三个功能区和临展区信
创基地等区域进行提升，还增设党建宣传区、红色主题电影
等爱国主义教育区域。改造后，该馆突出航天航空和人工智
能主题，以青少年为主要服务群体，力求实现全域科普服务、
科技工作者服务、健康生活科普、信创人才培训、垃圾科学分
类及创文创卫展示等功能，全力推进面向社区、机关单位承
接小型科普培训、项目路演，并与社区科普体验室统筹联动，
更好地发挥东丽科技馆科普阵地作用。

本报讯(记者李泽锟)近日，记者从区发
改委获悉，东丽区7大类42个重点农副产
品价格呈现出“三平一涨三降”的走势。

监测结果显示，6月份粮食、水果、牛奶
类商品价格与上月基本持平；水产品类价
格有所上涨；蔬菜、鸡蛋、肉类价格呈现不同
幅度下降。其中，粮食类价格每500克
3.10元，与上月基本持平。肉类价格每500
克28.91元，比上月下降6.73%，鸡蛋价格
每500克4.5元，比上月下降2.17%。水产
类价格每500克12.67元，比上月上涨
2.16%。蔬菜类价格每500克2.90元，比
上月下降1.50%。水果类价格每500克
4.50元，与上周基本持平。牛奶类价格每
245克2.65元，与上周相比基本持平。

东丽区举办“禁毒和我的故事”讲述会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东丽区科技馆
对外开放

本报讯（记者刘鋆鋆）连日来，新立街道融创社区工
作人员联合街道、区机关下派干部、社区网格员开展接种
新冠疫苗的宣传动员及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做好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

入户前，社区根据实际情况、部署安排，细化责任、合
理分工，确保宣传动员到家入户。入户过程中，工作人
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询问家中成员疫苗接种情况，告
知居民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安全性，接种地点、时间和
注意事项，打消居民的接种顾虑。

前不久，75岁的吴大娘接种了康希诺一针型新冠疫
苗。她起初对接种新冠疫苗有些担心，社区工作人员了
解老人顾虑后，主动联系新立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上门服务，为老人详细介绍疫苗接种的好处和接种后
的注意事项、答疑解惑。社区还为60岁以上老人配备了
专车和专人陪同，让老人安心接种。

工作人员魏艳杰说:“自从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
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为老年人以及困难群众提供车接
车送，同时全程陪同。此外，成立了以包联领导为组
长，包联干部为副组长的15个专项工作小组，下沉到社
区，充实网格员的力量，确保应接尽接。”

本报讯（记者刘鋆鋆）日前，东丽消防救
援支队各大队组织消防指战员参加无偿献
血活动，用行动呈现奉献，用热血凝聚爱心，
充分展现了最美“津门火焰蓝”的担当精神。

献血前，医务人员向指战员们讲解了
献血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采血流程，按照
医务人员的指导，指战员们认真按规定程
序填表，积极配合医务人员进行必要检
查。医务人员因考虑到消防指战员担负着
灭火战斗和抢险救援等急难险重的任务，
为队员们保持充沛的体力，建议每名队员
一次献血200毫升，但部分指战员想到自
己多献一点，就可能多挽救一个生命的时
候，毫不犹豫就献血300毫升，甚至400毫
升。献血的指战员中，有的是初次献血，有
的已是多次献血，还有的累计献血量超过
2000毫升。

献血结束后，医护人员为指战员们颁
发献血证。据统计，当天共56人参加无偿
献血活动，总献血量达17400毫升。

■ 记者 韩丽

如何使迁入新市镇的东丽百姓在公共文
化体育方面，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让他们
有更多的获得感，东丽区通过不断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体服务体系，持续提升公共文体服务
能力和水平，近年来，一批批公共文化体育设

施接连建设，一系列文化体育惠民政策应时而
生，一个个群众文体品牌精彩纷呈，让人民群
众享受到了高质量的公共文体服务。

为参加东丽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群众性主题文艺汇演，这几天，军粮城街
道的退役军人李登友和合唱团的队员们正在
加紧排练，他说：“过去我们扛枪保卫祖国，今

天我们用唱歌的方式，歌颂党，祝祖国繁荣昌
盛。”不仅是参加集中展演活动，平日里合唱团
也经常进行义务演出，一直活跃在社区群众文
化建设一线，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近年来，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对于文化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各街道、社
区相继成立了器乐声乐、戏曲曲艺、舞蹈花会、
书画摄影、模特健身等基层文艺团队共256
支，覆盖11个街道100多个社区。

为提升这些基层团队的业务水平，东丽区
文化部门定期安排专业老师对他们进行指导
培训，几年来，这些基层文艺团队创作编排的
文艺作品及表演获市级以上评奖达70余项，
成为具有鲜明东丽特色的先进文化符号。

东丽区除了做大做强“东丽杯”“文化艺术
节”“文化双百”“基层文化百团”工程等特色文化
品牌外，还注重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
群众、深入发展一线，创作出许多有温度、接地
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不断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多年来，东丽
区共举办全国小说、散文、诗歌大赛及大型文学
活动100余次，出版个人作品集112部，在国家
级、省市级报刊发表作品5000余篇，优秀作者们
共获得省市级以上奖项200余项。“东丽杯”全国
群众文学评奖活动作为文化部第一批国家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已连续举办29届，在全
国群众文学领域已成为知名公共文化品牌。

全区群众不仅享受着丰富的文化生活，还
有不少居民也在分享着一出门就能“动起来”的
高兴事儿。去年，搬进新立新市镇的李洋，平时
上班比较忙，很少时间锻炼身体，现在小区里安
装了健身器材，每天都会利用早晚的闲暇时间
进行锻炼。他说：“社区里有各种健身器材，利
用空闲时间可以下楼玩，挺好的。”目前，全区11
个街道已建成8个街道级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12个全民健身公园和健身广场、32块社会足球
场、100个社区活动室。社区健身园实现动态
全覆盖，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64平方米，形成
“15分钟健身圈”。同时，为盘活社会存量健身
设施资源，全区还将学校以及符合开放条件的
体育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让全区百姓出楼门
就有休闲散步的场所，就有体育活动的场地，随
时随地享受健康锻炼带来的快乐。区文化旅游
体育局有关负责人说：“我们加大各场馆的免费
开放力度，一是优化开放，二是免费开放，三是
低收费开放，提升场馆公共服务水平。今年，全
区拟新建更新社区健身园121个，社区体育园8
个,多功能运动场、乒乓球运动场、百姓健身房
各1个。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让老百
姓早日享受区委、区政府惠民的成果。”

做大做强“文体圈”让群众收获更多幸福感

东丽区
重点农副产品
价格平稳

东丽区开展综合应急演练

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

东丽消防员

无偿献血
传递爱心

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四合
庄小学将学校的素质
拓展特色项目“葫芦
烙画”与党史学习教
育相结合，师生共同
创作了一系列党史题
材作品。葫芦虽小却
蕴藏着一方天地，孩
子们精心设计、巧妙
构思，将党史故事、对
党的祝福凝结成一幅
幅生动鲜活的画面，
讲述着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辉煌，用非遗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

翟鑫彬 摄

入户宣传接种疫苗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刘鋆鋆）日前，东丽中医
医院联合东丽区常福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举办了“学百年党史，践初心使命”党史宣传
活动。

本次展览共展出10块展板，以历史重
大事件为主要线索，展示了100年来中国
共产党在不同时期的光辉历史事件，给医
生和前来就诊的患者在家门口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史课。

活动现场，党史宣讲员生动地讲解了中
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建党的开天
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
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惊天动地的光辉历程，教育引导干部职工
要自觉做好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流动党史
展览走进
东丽中医医院

东丽区庆祝中国共产党员成立100周年群众性主题文艺汇演 翟鑫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