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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学府街 共享和谐新生活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

今年以来，南开区学府街在区委、区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

神，紧紧围绕全区重点工作任务，积极有效

社 区 拾 珍
长虹街

推进各项工作，成绩斐然。

兴南街五马路社区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抓实理论学习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学府街道党工
委发挥理论中心组学习引领作用，注重融入日
常、抓在经常，及时制定学习方案、计划，为街
域党员干部发放 530 套党史学习书籍，开展庆
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 13 场、党史学习教育各类
活动 32 场，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解决居民诉求 527 件。与街域共建单位天津大
学、南开大学、第一中心医院、南开交警支队白
堤路大队等单位开展 6 场共建活动。充分发挥
“学府大讲堂”阵地作用，依托街域资源优势，

弘扬革命精神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田晶）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宣传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弘扬优秀革命传统，厚植
青少年爱国主义情怀，日前，南开区长虹街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联合平津战役纪念馆开展主题为“信仰的力
量·重庆渣滓洞”
巡回展览。
此次展览通过百余幅珍贵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
华子良、许云峰等数十位革命志士，在渣滓洞、白公馆
期间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通过讲解员的
生动讲解，使青少年从小就在心里埋下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种子，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南开区学府街 2021 年上半年亮点工作回眸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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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杜鹍）为推进疫苗接
种工作，
连日来，
南开区兴南街五马路社区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
辖区民警、
下沉干部和网格员组成
“疫苗
接种攻坚小组”
，
利用工作日和周末时间，
对未接种新冠
疫苗人员进行逐户走访、
宣传动员。
走访中，
攻坚组成员从专业角度为居民讲解疫苗接
种常识，
为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提供专业解答，
打消居
民对接种疫苗的顾虑，
努力实现目标人群
“应接尽接”
。

邀请高校教授专家授课。同时，邀请学湖里理
论宣传讲团成员王守训、陈潭秋之子陈志远为
青年干部、社工讲授党课，
收到良好效果。
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日活动，推动志
愿服务活动扎实开展。坚守“学府平台”微信
网络空间阵地，用好用活微信、微博、抖音等新
媒体，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目
前，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80 余场，发布信息 102
篇，围绕“我们的节日·端午”发布抖音原创作
品 31 篇，
仅端午节当日，阅读量达 4600 余次。

加强疫情防控

全力推动防疫检测和疫苗接种

今年以来，
为加强疫情防控，
学府街对于重
点地区返回和入境返回人员全面加强管控措
施，
采取核酸检测、居家隔离等措施筑牢疫情防
线。全部社区均按照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演练，
圆满完成全区核酸检测应急演练任务。

推动基层党建工作

为全力推动疫苗接种工作，对街域内现居
住人口进行摸排，完成符合接种条件人群摸底
登记工作，同时建立接种人员信息台账。在南
大西南二社区开设疫苗接种点，为街域居民提
供便利的同时，极大提高疫苗接种效率。

南开区居民岳盛芝（左一）利用近 4 个月时间，制
作 28 幅以“中国梦、梦之路”为主题的手工铝雕作品，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记者 王英浩 摄

做好社区组织换届选举

按照区委组织部相关部署要求，社区换届
工作自 2020 年 10 月开始，对候选人进行摸
排。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党建办会同社区建
设办对候选人从工作经历、年龄学历、群众基
础等多方面，经过了多轮调整优化，确定最终

人选。2021 年 3 月 10 日，14 个社区圆满完成
“两委”换届选举。较上一届，社区“一肩挑”平
均年龄降低 5.1 岁，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100%。达到了中组部关于年龄、学历“一降一
升”
的规定要求。

水上公园街宁福里社区

宣传垃圾分类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闻新玥）日前，
南开
区水上公园街宁福里社区开展以“‘志愿红’守护社区
‘环保绿’
”
为主题的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旨在深入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制度
化、常态化。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深入居民区和周边商铺，发
放宣传材料、宣传垃圾分类常识、解答群众疑问。

体育中心街时代奥城社区 定格瞬间 礼遇最美
加强综合整治

确保社区环境安全

深入开展打通“生命通道”集中治理行动，
制定并实施“一社区一策”，投入专项资金，在
学湖里等 14 个自然小区施划消防车道 2030 平
方米，设立消防车道警示牌 27 个。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对
危化品单位、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单位
开展安全检查，截至今年 5 月，街道、社区共检
查单位 651 家次，发现隐患 106 个，整改 106
个。对社区内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开展入户
安全宣传 108 户（次）。强化
“九小单位”
管控治
理，发放《
“九小单位”
法律责任告知书》。
加强公共安全防范，筑牢社会稳定基石，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武虚涧）七夕节到
来之际，南开区体育中心街时代奥城社区联合中国人
像摄影协会开展主题为“定格瞬间、礼遇最美”婚纱摄
影活动，用照片记录辖区内婚龄超过 20 年的夫妻们
的恩爱瞬间。

严格落实帮教巩固措施。以创建禁毒示范城
区为契机，上半年以来共计开展“六进”宣传活
动 70 余次；建立健全反恐工作“五大机制”，不
断加强重点人群排查、管控、帮扶力度。同时，
重要节点时期联合公安南开分局学府街派出
所对辖区 17 家重点单位开展督导检查。
积 极 开 展 宣 传 教 育 ，提 升 公 众 安 全 意
识。与南开区消防救援支队开展高层建筑联
合消防演练，参训人员达 50 余人。不断加强
消防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组织开展全民消
防安全学习平台和消防志愿者注册管理平台
活动。

嘉陵道街雅安西里社区 童心向党 向阳而生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余淑贞）日前，南
开区嘉陵道街雅安西里社区开展“童心向党、党的光
辉照我心”
主题活动。
活动邀请南开区第六幼儿园教师为社区少年儿
童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及党的代表人物，并与
小朋友们亲切互动。随后，教师及志愿者带领小朋友
们共同绘制花朵，用五颜六色的美丽花朵赞颂党领导
下的幸福生活，描绘美好未来。

万兴街三潭西里社区 增进家庭和谐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冯玥）为加强未
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日前，南开区万兴街三潭西里
社区儿童之家开展“阳光成长、心理健康”亲子团辅
活动。
活动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通过开展互动游戏，让
孩子们学会如何与身边的朋友友好相处、增强团队意
识。此次活动既丰富了孩子们对心理健康知识的认
知，又增进了家庭的亲子和谐。

王顶堤街华宁北里社区 关注老年健康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薄纯明）日前，南
开区王顶堤街华宁北里社区联合王顶堤医院口腔科
开展
“关注口腔健康、品味老年幸福”
健康知识讲座。
活动中，王顶堤医院口腔科专家以“健康生活从
口腔开始”为主题进行科普宣讲，为老人们讲解如何
通过健康饮食保护口腔，避免口腔疾病，与现场人员
开展互动、答疑解惑，提升老年人自我保健、防病治病
的意识和能力。

强化民计民生

加强城市综合管理

优化街域市容市貌

认真做好规范街域内商户行为，打造“文
明学府”。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检查餐
饮商家有无在用油烟净化设备及使用情况 220
余家，对涉及“特定三类”
餐饮的 23 家商户进行
持续关注。全天候集中治理占路经营，截至目
前，共纠正占路经营 680 余起、整治和取缔流动
违章摊点 420 余个、纠正市场和报刊亭等外溢
现象 8 起。深入开展共享单车专项治理工作，
截至目前，共治理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占压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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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区黄河道 353号南开区融媒体中心

地 4450 余 处 ，清 理 规 范 共 享 单 车 65100 余
辆。深入开展垃圾分类专项治理工作，截至目
前，共发放倡议书 612 份、温馨提示 236 份、履
行法定义务提示 22 份，已对 562 家商户进行执
法检查，依据《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 2
家商户做出处罚决定。处理一般程序案件 15
起，均在规定时限内给予解决，群众满意率达
到 100%，未发生一起因处罚不当而引发的行
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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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做好特
殊 人 群 、计 划 生
育等民生保障工
作 ，用 心 用 情 服
务好社区居民。
发放各类救助金 70 余万元，受理公租房、限价
房、廉租房申请 32 户。受理各项老年补贴申
请、核查 300 余人次。办理一孩生育登记 86
人、二孩生育登记 55 人、流出人员婚育状况证

服务社区居民群众

明 7 人。完成历年特别扶助对象年审 241 人，
新增上报特扶对象 17 人。元旦和春节期间，
组织各社区对辖区内所有失独人员进行慰
问。开展 2021 年“红十字博爱送万家”活动，
累计发放羽绒服 30 件、慰问券 40 张。配合区
红十字会完成换届准备工作。开展万步有约
大赛和 2021 年民心工程公众心肺复苏技能培
训。残疾人两项补贴新增、注销 47 人，受理残
疾人证申请 2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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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退役军人、社区工作者和青年学子代表来
到南开区居民、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93 岁高龄
的刘瑞麟老人家中，聆听老人讲述战争年代的峥嵘
往事。
记者 王英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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