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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淀镇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引领 凝神聚力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聚焦靶向精准发力提升党史学习教育质效

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
打造服务群众基层阵地

本报讯（记者 王巍）8月12日，北
辰区2021年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现
场观摩会在双口镇召开。区委常委、
区委宣传部部长周红蕾出席。

周红蕾对双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建设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强调要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建设和创文工作中进一步发挥
红色资源作用。

周红蕾说，当前全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建设还存在不平衡问题，各
镇街村居要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完

善基地建设，开展各具特色的文明实
践活动，提升群众的参与热情。同时
各镇街要贯彻落实好全区创文大会精
神，进一步把创文工作做好做实。

现场会上，双口镇相关负责同志
介绍了2021年创文工作进展情况，与
会人员观看了双口镇全国文明城区常
态化建设专题片。

会前，各镇街相关负责同志观摩
了双口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双口镇
后堡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现场进行
了学习交流。

本报讯（记者 韩雨晴）8月16日，
北辰区召开2021年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推动会议，副区长张炳柱
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以讲政治的高度充
分认识到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艰

巨性、时限性，压实创建责任，将工作
任务做实做细，对职责任务逐一梳
理。要进一步落实好属地主体责任，
创新督查工作方式，广泛营造良好的
食品安全宣传氛围，切实解决北辰区
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增强广大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 通讯员 徐伟翔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小淀镇聚
焦“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持续创新学习载体，丰富学习形式，并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突出
靶向发力，切实抓学习、办实事、做实
功，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提质增效。

着眼学深悟透
着力学党史悟思想

小淀镇着力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
出实招。高质量落实“规定动作”，高标
准谋划“自选动作”，在认真做好个人自
学、集中学习、专题读书班、交流研讨、
专题宣讲、专题党课、参观红色阵地的
同时，不断创新学习载体，通过挖掘红
色资源、打造红色阵地，让党员干部群
众实地看党史，随时听党史。

挖掘红色资源，打造党史学习教育
“主阵地”。小淀镇积极挖掘整合本地
红色资源，依托金亭沙画延安精神教育
基地，在小淀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办
“弘扬延安精神 庆祝百年华诞”红色主
题沙画展。历时9天的展览吸引了30
余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约
4000余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线上线下结合，开设“淀匣子”红色
广播站。线上开设“淀匣子”红色广播
专栏，组织开展“百人宣讲百年党史 庆
祝建党百年华诞”宣讲活动，镇域百名
机关党员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党员骨
干宣讲《中国共产党简史》，并通过官方
微信公众号平台播放，扩大党史学习教
育覆盖面。线下组建“淀匣子”红色广
播延安精神宣讲服务队，由村、社区党
组织书记担任宣讲成员，深入基层宣讲
红色小故事，带领大家常回忆、深思索，
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汲取信仰力量。

聚焦急难愁盼
竭力办实事解民忧

小淀镇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立
足群众的“小事”和“身边事”，准确把
握群众关切问题，拿出惠民利民的实
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开展联系群众“大走访”。结合“四
个走一遍”工作要求，镇党政班子成员

带头深入村、社区实地走访调研。各
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认真落实“365”工
作法，采取实地查看、听取汇报、查阅资
料、入户调查、座谈交流等方式，与群众
面对面交心谈心，真心实意访需问计，
对群众的诉求、意见建议和问题反映，
逐一登记造册，建立诉求清单。目前共
收集问题246个，推动解决重点问题
236个，解决率达96%。

深化矛盾纠纷“大排查”。完善镇、
村（社区）、网格“三级联动”和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对接”的“大调
解”工作格局，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将矛盾纠纷吸附化解在基层矛调中
心。已梳理群众诉求39条，全部办结，
并一一向群众汇报，确保群众满意。

推动服务群众“大提升”。小淀镇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纳入
镇党委重要日程、列入民心工程，举
全镇之力推动落实。同时建立实践
活动汇报制度，镇党委定时听取班子
成员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情况汇
报，对镇域重点民生问题进行梳理研
判，确定责任人、排出时间表，确保实
践活动落地见效。截至目前，全镇已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共
计38项，其中已完成32项，长期坚持
4项，正在进行中2项。

落脚实干担当
奋力谱新篇开新局

小淀镇坚持用实践检验党史学习

教育成果，秉持“一天也不耽误”的理
念，干实事、抓重点、打基础、利长远，
坚定不移走城镇化道路，加速两个转
型，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镇党委政府从满足百姓精神文
化需求出发，全力推进小淀体育文化
公园提升改造项目，着力满足居民群
众多元化健身需求。举全镇之力扎
实推进疫苗接种工作，确保应接尽
接,加快构建免疫屏障。大力推进淀
发供热站两台40蒸吨燃煤锅炉改燃
工作，确保百姓温暖安全过冬。积极
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成功引进
王府井购物中心，填补了区域内大型
商业综合体的空白。持续推进北辰
东道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全线施工目
前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本报讯（通讯员 陈立兴）眼下，双
街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的火龙果陆
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走进火龙果种植大棚，一颗颗成熟
的玫红色果实色泽鲜艳、果形饱满，让
人垂涎欲滴。用剪刀摘取一个火龙果
剥开，清甜的果香沁人心脾，瞬间点燃
了游客们采摘的热情。“以前家里吃火

龙果都是在超市买，今天和朋友一起来
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感觉真不错！”现
场采摘的游客说。

据介绍，大棚内种植的火龙果为前
几年由台湾引进的“大红”品种，通过采
取大棚种植、精准灌溉、科学施肥、人工
锄草等措施，“南果北种”取得成功，由
最初一个种植大棚发展为七个，每个大
棚每年能采收四茬，产量在 4000 到

5000斤。
今年夏天，几场大雨造成火龙果

大棚一度被雨水倒灌，园区方面紧急
启动排涝应急方案，把降雨影响降至
最低，确保双街火龙果如期上市。据
工作人员介绍，从7月中旬一直到11
月，都会有果品陆续成熟供游客采
摘，预计每个大棚可以为农户带来十
几万元的收入。

本报讯（通讯员 张倩如）日前，区人
民法院对被告人关某袭警罪一案作出一
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关某有期徒刑十个
月。该案是今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区人民
法院判处的本辖区内首例袭警罪案件。

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21年3月9
日7时许，天津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
接报警称：北辰区某小区狗吠扰民。天
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青光派出所指派民
警刘某、辅警田某赶至现场处理。期间，
被告人关某拒不配合民警执行职务，持
金属盆等物体砸打民警，并对民警及辅
警进行撕扯、抓挠。

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关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
警察的行为，已构成袭警罪。法院综合
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
性等情况，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了解，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
将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五款进行了修
改。首次将暴力袭警行为单独列罪，明
确细化袭警行为并分别设置法定刑，最
高刑由三年变为七年。

两高一部《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
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准确认识
袭警行为对于国家法律秩序危害严重，
不能仅以造成民警身体伤害作为构成犯
罪的标准，即无需致伤也可以构成袭警
罪，且指导意见明确了使用凶器或者危
险物品袭警，驾驶机动车袭警，造成民警
轻微伤或警用装备严重毁损，造成多人
围观、交通堵塞等袭警行为一般不得适
用缓刑。

本报讯（记者 于凡 通讯员 牟文
鹏）“多亏了北辰村镇银行授信审批及
合规部开设的信贷业务审批绿色通道，
帮我们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日前，北
辰村镇银行工作人员到天津市今日健
康乳业有限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了解企
业经营情况。针对去年受疫情影响，企
业出现上千万资金缺口，银行工作人员
通过绿色通道迅速审批将信贷资金划
至企业账号的“救命举措”，企业相关负
责同志再次向银行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北辰区积极探索创新服务各类市

场主体新模式，创新推出“新辰智贷”惠
企政策，致力于为区内小微企业办理授
信贷款业务，通过线上审批绿色通道、
无还本续贷、延期付息等措施，为企业
发放贷款，切实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题，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在落地落实各项金融政策措施中，北

辰村镇银行积极为企业开辟审批绿色通
道，实现快速审议、快速审批、快速发放，
优先保障企业的生产经营、物资采购及其

他重大项目的资金需求。并推出个人生
产经营贷款、小企业主贷款等一系列金融
产品，全力支持区内小微企业发展，2020
年共计发放近400笔、共1.15亿元的信贷
资金，为小微企业发展“加码”。

北辰区开设16个电动自行车
登记上牌网点

本报讯（通讯员 宋致强）为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同
时结合“放管服”工作要求，进一步落
实便民、利民举措，公安北辰分局决定
在全区各派出所增设16个电动自行车
登记上牌网点（各网点地址及咨询电
话附后），并于2021年8月16日（星期
一）起正式对外办理业务。

业务范围包括：电动自行车登记上
牌、车辆过户、牌照注销、牌照补办等。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上午8：30
至下午17:00）

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应符合
《电 动 自 行 车 安 全 技 术 规 范》
（GB17761-2018）,并列入天津市质
量监督检测技术研究院官方目录内，
市民群众需持有车辆3C认证合格证
书、本人身份证件、购车发票及电动车
到临近派出所网点办理。不明事宜可
拨打临近网点电话咨询。

北辰区电动自行车登记网点地址及电话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单位名称
双街派出所
集贤派出所
瑞景派出所
双口派出所
开发区派出所
佳荣里派出所
普东派出所
北仓派出所
西堤头派出所
青光派出所
小淀派出所
大张庄派出所
天穆派出所
宜兴埠派出所
果园新村派出所
双环邨派出所

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地址
北辰区双街镇双江道39号
北辰区泰来道5号
北辰区龙泉道2788号
北辰区双口镇医疗产业园九合园2-4号底商
北辰科技园区景云路8号
北辰区佳宁道10号
公安北辰分局普东派出所居住证办事处
北辰区引河北道21号
北辰区五纬路8号
北辰区津霸公路248号
北辰区小淀镇津围公路75号
北辰区大张庄镇津围公路1252号
北辰区京津公路341号
北辰区宜兴埠镇天士力对面汽车园内
北辰区果园南道9号
北辰区佳东道佳园东里社区警务室

咨询电话
26970257
26391402
26646104
86835741
86998880
26646570
26713386
26390326
86848944
26951893
26992072
86853284
26340271
86318501
26390726
26653088

打造高效信贷业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北辰村镇银行一年发放1.15亿元贷款支持小微企业

北辰“袭警罪”一案宣判

暴力袭警
获刑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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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小淀镇组织党员干部参观“登高英雄”杨连第烈士纪念馆。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