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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庆“八一”感悟使命担当

擦亮“特色民宿”名片 绘就美丽乡村新画卷
本报讯（记者 曹翰 通讯员 臧芮

萱）新阶段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连日
来，双街镇庞嘴村党员干部深入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切实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开创农村
事业新局面的生动实践，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这两天，双街镇庞嘴村熙园民宿
里，工作人员正安装调试一批新设备，
为迎接客入住作准备。“民宿运营以来，
周边群众来玩来住的热情都特别高。
附近有风电产业园区，园区企业组织团
建也都在我们民宿。目前有三十多家
企业联系我们，商讨预定团建场地，预
计下半年接待游客近五千人次。”庞嘴
村民宿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说。

庞嘴村位于永定河和北运河交汇
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庞嘴村坚持党
建引领各项事业发展，村“两委”班子与
村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共同投入乡
村振兴实践中。村庄在实施农村全域

清洁化基础上，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紧
抓乡村旅游发展机遇，擦亮生态底色，
打造特色艺术与乡土文化有机结合的
精品民宿及艺术场馆等一系列项目，发
展农村休闲旅游和小型会展经济，有效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实现经济效
益与生态效益双丰收。

目前，庞嘴村正加紧实施休闲垂
钓、农业采摘等旅游项目建设，预计将
在下半年投入运行。“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为我们乡村振兴指明了方
向。作为基层党务工作者，我们要始终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
标。下一步，庞嘴村将继续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走创新型道路，发展农村特色
休闲旅游，增加村集体收入，为村民带
来更多实惠。”庞嘴村党总支副书记张
岩说。

第二届中国画油画作品
双年展在北辰开幕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8月2日，

北辰区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津门百佳”天津市第二届中国
画、油画作品双年展开幕式。区委常
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周红蕾，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李志胜，区政协副主席刘
晓琴出席。

为展现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
下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艺术家
们踊跃创作，用实力呈现了百幅精
品力作，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经

过初评、复评等环节，最终评选出中
国画作品60幅、油画作品40幅进行
展出。这些作品取材于百姓的平凡
生活，选题于我国优秀的历史文化，
寄情于祖国的大好河山，生动展现
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热情讴
歌了党的丰功伟绩，集中展示了天
津人民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
的巨大成就，唱响了共产党好、社会
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的
时代主旋律。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7月30日，
北辰区召开2021年民心工程和人大
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工作中
期推动会。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裘
地、副区长庞镭、区政协副主席刘晓琴
出席。

会议就全区2021年收到的72件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进行交
办，并对2021年北辰区20项民心工程

具体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截至目前，20项民心工程45个子

项中，2项已完成并通过人大代表验
收，4项已完成待验收。其余39子项
民心工程正在按照计划有序实施，目
前均已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72
件建议提案中，已解决和正在解决共
70件、占比97.2%，计划解决和列入参
考各1件、占比2.8%。

本报讯（记者 殷碧琪）日前，市人
大常委会第三检查组到北辰区，开展
文明养犬专项督导检查工作。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李志胜，副区长、公安北
辰分局局长于建政陪同。

检查组一行听取了北辰区关于
文明养犬落实情况的汇报，对北辰
区犬类治理工作表示肯定。检查组
强调，养犬管理工作是一项改善民
生、促进社会和谐的务实之举，规范
养犬、文明遛犬不仅关乎城市形象，
更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希望北辰
区进一步加强养犬管理工作宣传力

度，不断加大流浪犬收缴和违规养
犬行为查处工作力度，积极营造市
民文明依法养犬的氛围、社会和谐
共处的环境，着力推动《天津市养犬
管理条例》《天津市促进文明行为条
例》在北辰区落实落细，以扎实的工
作措施解决群众诉求，以过硬的工
作成果回应群众期盼。

会后，检查组查阅了北辰区文明
养犬工作的相关资料，并先后来到公
安北辰分局治安支队、果园新村派出
所，实地考察文明养犬工作落实和案
件处理工作情况。

北辰召开2021年民心工程和
建议提案办理工作中期推动会

市人大常委会检查组
到北辰督查文明养犬

本报讯（通讯员 王喆 谭丽洁 白
海麟）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4
周年，弘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北
辰区各单位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组织
开展庆祝“八一”建军节系列活动，生
动学习党史军史，追寻红色记忆，传承
红色基因，共铸信仰力量。

忆军旅岁月 话初心使命

“不忘初心，始终对党忠诚。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
次提出并深刻阐释的伟大建党精神，是
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不论在何种岗
位上，都要永葆奋斗之姿，牢记服务宗
旨，砥砺前行。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军转
干部，既要作思想上的先锋、更要作行动
上的表率。”在北辰海关举行的庆“八一”
分享会上，军转干部王新峰说。

回顾军史、汲取精神力量。活动
现场，三名军转干部分别为大家介绍
人民解放军空军、海军及武装警察部
队历史沿革，以切身的军旅记忆为在

场大家带来了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
课。永葆本色、践行为民宗旨。随后
三人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身份转变，谈
了自身的感悟体会，表示要进一步狠
抓“双能力”提升、扭住“强化监管、优
化服务”的实践落点，真正把讲话精神
学懂弄通做实。致敬军人、厚植爱国
情怀。交流活动中，军转干部还分享
了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陈红军为国
戍边的感人英雄事迹，及当前人民子
弟兵持续奋战抗洪抢险一线、与人民
风雨同舟的故事等内容的感悟，引发
全体海关官员“不论在什么岗位都要
努力建功立业”的强烈共鸣。

发扬红色精神 赓续奋斗使命

用脚步丈量长征历程，用心灵感
悟长征精神。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
建军94周年，激励广大基干民兵和退
役军人赓续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日前，北仓镇武装部、

退役军人服务站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 再续新征程”
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全体人员统一着装，以
徒步行军方式，亲身体验了红军突破
封锁线、反大围剿，经过湘江战役、遵
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
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懋功会师、激
战腊子口，最终三军大会师的惊心动
魄革命历程，感悟革命先辈们坚忍不
拔的革命信念、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无
畏的革命气概。通过此次沉浸式体验
活动，民兵和退役军人纷纷表示，一日
从军，一生当勇。回望过往的奋斗路，
眺望前方的奋进路，要接过革命先辈
的接力棒，在新时代长征路上创造新
时代退役军人和民兵的新辉煌。

童心筑梦 荣耀致敬

“跟随志愿者老师的讲解，回顾了
解放军的奋斗历史，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

要继承和发扬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胸怀远大理想，爱祖国、爱人民、
爱劳动、爱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双口
镇中河头村少年动情地说。

为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爱党爱国
情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承红色基因,讴歌人民解放军对伟
大祖国和人民做出的丰功伟绩,颂
扬人民解放军为保卫祖国用血肉筑
起的钢铁长城。日前，团区委在双
口镇中河头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
展“致敬最可爱的人——庆八一”周
末实践营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小朋友们讲
解“八一”建军节的由来，通过图文并
茂的方式带领大家回顾解放军的奋斗
历史，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对人民军队
的认知，树牢青少年从戎报国的理想
信念，激发青少年社会责任感和使命
感。随后的制作手抄报环节，孩子们
拿起手中的画笔，画出心中最神勇的
国防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本报讯（记者 曹翰）为深入贯彻
市、区两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人员
密集场所的疫情防控措施的指示要
求，区商务局通过驻场督査、巡视指导
等方式，推动商超市场“健康码”“接
种码”检查等疫情防控措施有效落
实。8月2日，记者在信誉楼商场入口
处看到，商场严格执行“健康码”“接
种码”检查，并经过测温才能进商场购
物。对于不能出示“接种码”的顾客，
要经过登记才可进入商场。

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
区商务局牵头组织区市场监管局等属

地管理部门在商场超市、菜市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严格实施进场验码，劝导
顾客佩戴口罩、配合体温检测。一方
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开展
督查指导，协调相关单位成立疫情防
控措施督察检查工作组对企业防控措
施进行明察暗访，对防疫工作不力的
企业进行约谈，商超市场也主动提高
防控力度，维护顾客的健康安全。区
商务局局长周再明介绍说：“目前全局
20名干部分成几组，对全区商场、超
市以及菜市场等40个点位进行定期
巡视督导，确保查码措施落实落地。”

本报讯（通讯员 袁巍）7月31日，
全区首个社会工作服务站在集贤里街
揭牌成立。

根据民政部、天津市民政局和北
辰区民政局关于加快镇、街（村）社区
工作服务站建设的相关通知和要求，
集贤里街道作为天津市首批50个街道
社会工作服务站试点项目入选单位，
项目围绕居民实际需求，结合区域社
会工作实践经验，整合现有场地设备
资源，集贤里街精心谋划、迅速落实社
会工作服务站建设工作，并于7月31
日率先启动首批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
试点项目。

启动仪式上，集贤里街道与天津
市立德社工服务中心签订了街道社会
工作服务站项目合作协议。按照“有
场地、有设备、有人员、有服务项目、有

工作流程、有工作制度”的六有标准，
天津市立德社工服务中心将派驻社工
全面开展项目合作。

目前，社工站各项设施设备和人
员已全部就位，将依托街域内10个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社区调研、个
案、小组、社区工作等服务，积极发挥
社会工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
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
基层社会治理专业化水平，增强街道
为民服务的能力，切实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

下一步，集贤里街道将与天津市
立德社工服务中心深化合作，在充分
了解居民需求的基础上，链接多方资
源，依靠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培育
一批志愿者团队及社区社会组织，切
实提高服务为民精准化水平。

本报讯（通讯员 陈立兴）一大清早，
双街村葡萄种植户翟学健就开始在自家
葡萄园里忙碌。葡萄采摘、称重、装箱、
打包……并用手机记录下工作过程，上
传到自己的抖音、微信等平台。
“现在双街葡萄的知名度打开了，我

发的葡萄相关短视频，每天能有近万的浏
览量。通过网络平台全国各地许多网友
看到后，主动发信息询价，直接下单网
购。线上销售渠道的拓宽进一步带动了
葡萄销量。”翟学健指着手机屏幕展示着。

眼下，双街千亩葡萄种植基地种植
的葡萄进入成熟期。除传统的经销商
“上门”收购、游客现场采摘体验外，种植
户们还纷纷通过微信朋友圈、抖音、快手
等自媒体宣传自家葡萄。

不只翟学健，现如今双街的葡萄种
植户各个都成了带货主播。大家把葡萄
网络宣传贯穿于种植采摘各环节，育苗、
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科学管理过程
一一通过网络平台记录展示，让消费者
有机会参与葡萄种植全过程。葡萄成熟
后，种植户们又通过葡萄线上展示、咨询
答疑、网络云推销等方式，全力为夏黑、
白鸡心、巨玫瑰、维多利亚等多个葡萄品
种作推广和代言，朴实真诚的网络互动，
吸引大量粉丝涌入。双街葡萄已在消费
者心中树立起响当当的网红品牌。

种植户网络带货
双街葡萄触“电”热销

凝聚社工力量 增进民生福祉

北辰首个社工服务站落户集贤里街

北辰区强化商超市场疫情防控措施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健康

北辰海关庆祝“八一”建军节主题分享会 中河头村青少年制作手抄报致敬“最可爱的人”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