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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不文明行为随手拍

啄木鸟在行动

筑牢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引入民间资本 推动公共事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李泽锟）近年来，东

丽区不断引导民间资本投向公共事
业，增强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
自身造血机能，有效推动了全区公共
事业的快速发展。
在市里生活了20多年的马丽娜

最近举家搬到了东丽区华明街道惠
泽社区，吸引她的是仅距社区一路
之隔的一家示范幼儿园——国英幼
儿园。现在，她每天只需步行五六
分钟，就能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看着
孩子每天在这里和小朋友在一起高
高兴兴地打球、攀岩、作画、唱歌，享
受着优质教育资源，她感到既方便
又放心。
作为政府提供幼儿教育场所、企

业负责运营服务的东丽区国英幼儿
园走的是公建民营合作新模式。依
托民营资本投入，这个按照普惠示范
园最高级别标准建设的幼儿园有12
个教学班，可以同时容纳360个孩子
同时入托。舞蹈馆、美术馆、科学馆、
绘本馆等等，能让孩子们得到多元化
的教育。5400册藏书，等于平均为每

个孩子配备了15本儿童读物，让孩子
们畅游在魅力的童话世界里。户外
活动场地上，除了传统的滑梯等游乐
设施，还建有趣味足球场、趣味篮球
场，孩子们在这里享受到了优质的教

育资源。
过去，东丽区总共只有十几家幼

儿园，许多幼儿园规模小、设施差。
如何改变这种局面，让东丽的孩子享
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公平的教育

机会？东丽区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过程中，重新审视了城乡教育资源和布
局，面对发展基础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
所需资金的缺口，坚持公共服务领域向
民资开放，公共事业从财政“一股独大”
变为现在投资多元，鼓励和引导民间资
本投向教育和养老事业，以政府投资引
导民间投资，逐步弱化了公共事业投资
增长对财政的依赖。五年来，东丽区社
会力量大约投入6700多万元，民资的不
断涌入，增强了公共服务领域自身的造
血机能。
“十三五”期间，东丽区推行公共事

业投融资改革以来，公共服务领域投
资每年的增长幅度都在 30%以上，其
中，民资所占比例超过80%，投资总额
超过亿元。依托财政和民资双轮驱
动，全区幼儿入托和养老服务平台呈
现多点开花之势，并不断向农村辐射
延伸。截至今年6月，全区已建成各类
幼儿园102家，养老服务机构180家，分
别是5年前的6.8倍和4.4倍，形成了不
出一公里就有一所幼儿园和养老机构
的公共服务布局。

东丽区庆祝第四届农民丰收节

推进都市农业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鋆鋆 高鑫）第

四届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东丽区以
庆祝丰收节活动为平台，全面展现了
在党的领导下东丽农业农村改革发
展的新成果、乡村文明的新气象、广
大农民的新风貌。
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庆丰收

感党恩”。活动现场，汇聚了东丽区
十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社和企业，胡张
庄葡萄、宽达水产、骆驼房子烧鸡、东
信花卉等特色农产品悉数登场。
胡张庄村葡萄远近闻名，种植面

积约2000亩，园区全面推行农业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配套设施齐
全，道路全部硬化，有农用看护房276

栋、冷库157栋和冷棚41栋。在原有
品种的基础上，不断引进阳光玫瑰等
多个葡萄新品种，更是发展起以葡萄
采摘为主题的乡村旅游业，实现了农
民增产增收。
宽达水产食品公司展示了生鲜

速冻特色产品。目前公司已有“速冻
水产品、速冻调理食品、速冻蔬菜、
速冻鱼糜制品、速冻肉糜制品”五大
系列近200个单品，年产量达2万多
吨。如今，宽达生产的近200种冷冻
海鲜产品已遍布华润万家、沃尔玛等
全国各大商超。
经过多年发展，“东信花卉”已

成为“全国十佳花卉种植企业”，成

为花卉种植、种苗繁育、新品种研
发、线上线下销售、智能温室设计、
加工、制造、安装工程等花卉全产业
链企业，宝莲灯、红掌、竹芋、火鸟
蕉、丽格海棠等盆栽绿植花卉的销
售覆盖全国。
近年来，东丽区充分调动广大

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
分利用区域、资源等优势，因地制宜
扶持起花卉、设施蔬菜、南美白对
虾、观赏鱼等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和
发展了一批有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农
产品品牌，全区农业正在新的起点上
朝着现代都市型转型升级，乡村振兴
步伐不断加快。

稻花香里庆丰年
本报讯（记者 赵轩）“一篙御河

桃花汛，十里村熶玉粒香”。眼下，东
丽区4万亩稻田里，层层稻浪送来阵
阵稻香，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华明街永和村的2000亩稻田眼

下已经进入满浆期，再有不到一个
月，就能开镰收割了。看着沉甸甸、

金灿灿的稻穗，种粮大户刘和义细算
着，今年的水稻收成每亩怎么也能超
过1400斤，和去年相比，水稻总产量
又能增加23万斤。
刘和义种植的水稻用两个词形

容比较贴切，一个是身材窈窕，一个
是珠圆玉润，它的长宽比，也就是米

粒儿的身材比例非常好，长宽比≤
2.2；还有一个质量参数叫垩白度，也
就是稻米中小白点的占比≤1%，也就
是说几乎没有小白点；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回生，蒸熟的米饭第二天依然
非常软糯。东丽大米为什么好吃？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
站在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的高起

点上，从2015年开始，东丽区持续、大
规模展开水生态保卫战，一方面建起
了日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的东郊和
张贵庄两大污水处理厂，另一方面封
堵了全区各个河道100多个排污口，
修建截污导流暗渠，所有污水被收集
起来送到污水处理厂，每天都会有22
万吨经过处理净化的污水被直接排
入到纵横交错、总长200公里的17条
河道。
依托系统的水生态治理修复，东

丽人通过兴修水利，围堤造田，短短5
年时间，水稻种植面积年年拓展，已
经恢复到了4万亩。聪慧的庄稼汉利
用淡水洗碱的方法，不仅规避了土地
盐碱的不利条件，更让东丽水稻拥有
了独特的味道和口感。华明街道永和村2000亩稻田 赵轩 摄

东丽区水务局

提升排水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

本报讯（记者 张莹）近年来，东
丽区水务局坚持以“为群众办实事”
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强
化城市排水设施运行的日常监管，
不断提升城市排水设施精细化管理
水平。
前不久，新立街道民航大学社

区民航小区1028户居民“用水”难题
得到了改善。民航小区始建于上世
纪70年代，由于管道日益老化，经常
停水问题给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不
便。东丽区水务局及时到相关企业
开展调研，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研
究解决问题的措施，在最短的时间
内解决了这一困扰居民的难题。
区水务局着力推动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确保
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及时有效解
决，先后处理多个“老大难”问题，得
到群众的高度赞扬。

在日常工作中，东丽区水务局
重点做好市政雨水泵站管理和区管
城镇污水处理厂的管理，加强雨水
排沥设施安全管控，完善应急预案
和相关制度。工作人员定期深入各
污水处理厂，对进水池、沉淀池、生
物池、储水池及出水水质等进行检
查，采用“互联网+检测”管理模式，
对进出水每两小时进行一次在线检
测，每月对出水水质进行一次人工
检测，确保污水处理厂出水稳定达
标排放，从源头上保障水环境的“涓
涓活水”。
东丽区水务局加强对城市排水

设施的养护，督促相关单位对部分
存在堵塞的收水井及污水管道及时
清掏疏通，对管道进行全面排查，加
大巡查检查力度，对乱泼乱倒行为
及时制止，保障管道排水畅通，确保
城市水利设施安全运行。

“质量月”集中宣传活动展开

提高质量意识 提升生活品质
本报讯（记者 孙天枢）每年9月

份是全国“质量月”，今年“质量月”活
动的主题是“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
动 大力推进质量强国建设”。日前，
东丽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全区12个相
关部门在万达广场开展“质量月”集中
宣传活动，提高全民质量意识，传播高
质量发展理念。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现场讲解、真假商品辨别、免
费检验检测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质量

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消费维权等法律
法规知识，并提供眼镜、血压计检测等
服务，受理和解答群众的举报投诉。
“质量月”期间，东丽区市场监管

局开展了“计量便民服务日”“实验
室开放日”“有机产品认证宣传周”
“电梯安全宣传周”等系列活动；进
行消费品质量监督抽查，加强食品、
药品、特种设备、相关产品质量安全
检查，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文明实践站 快乐新课堂
本报讯（记者 郝成）日前，东丽

区军粮城街道投资三万多元建成的
冬梅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迎来了首
批小主人。下午四点半，苗街小学的
学生在教师和志愿者的带领下来到
这里，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冬梅轩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有科技活动室、文化活动室、青少
年书屋、书画活动室等专题阵地活
动室，总面积 1600 平方米。刚一进

入实践站里的科技馆，孩子们就被
各种各样的科技发明所吸引，在动
手操作的过程中感受着神奇的科学
现象。
目前东丽区已建成 1 个实践中

心、11个实践所、24个实践站，均达到
有场所、有队伍、有计划、有项目、有
活动、有制度“六有”标准。今年年底
前，将实现实践站在101个社区全部
投入使用。

强化监督检查 守护校园食品安全
本报讯（记者 韩丽）近日，东丽区

市场监管局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检
查，保障在校师生饮食安全。
执法人员对各类学校、幼儿园食

堂、为学校供餐的单位以及校园周边
食品经营户进行了检查，重点检查从

业人员健康证、食品采购索证索票台
账、食品加工过程控制、餐具清洗消
毒等环节，为做好疫情防控，此次检
查还将冷链食品作为重点，尤其对进
口食品海关进口的票据进行了严格
检查。

执法人员督促各类单位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发现问题立整立改，消
除校园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确保师生
“舌尖上的安全”。

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关单
位正在逐步整改。

东丽湖畔健步行

垃圾分类我先行

本报讯（记者 李泽锟）日前，
东丽团区委开展“青春团缘庆中
秋·垃圾分类我先行”主题团日活
动，引导全区团员青年积极做垃圾
分类的坚定践行者、示范引领者和
青年志愿者。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正是一年

中最有诗意的时节。在美丽的东丽
湖畔，80多名来自东丽区各企事业
单位的青年，一边健步行，一边做起
了垃圾分类宣传员，向往来群众宣
传生活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还设置了“垃圾分类我知

道”游戏环节，大家在游戏中学习知
识、分享快乐。

文明礼仪培训

擦亮服务“窗口”

本报讯 日前，东丽区政务服务
办联合常福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共
同开展文明礼仪培训，结合窗口服
务的特点，从礼仪概念、着装、形象
管理、仪态规范等方面，提升政务服
务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水平。
培训现场气氛活跃，互动频繁。
这次培训是区政务服务办“加

强政务培训 打造最美窗口”系列培
训的一部分内容，系列培训着力打
造精细化、标准化、品质化的窗口形
象，不断提升窗口服务的质量和温
度，以良好的形象为办事企业和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努力
打造让群众满意的服务窗口。

津塘公路张贵庄段，共享电

动车随意停放 。 白鹭 摄

津塘公路张贵庄段，机动车

占据人行道停放。 白鹭摄

东丽区开展中学新生结核病筛查
本报讯（记者 刘鋆鋆）日前，东丽

区开展初、高中秋季入学新生结核病筛
查和宣教工作，有效防范结核病在校园

的传播流行，保障师生身体健康。此次
筛查对象是区内十所学校高一新生和
寄宿制七年级新生，共3000多人。筛

查现场，医护人员为学生讲解了结核病
预防知识，提高青少年对结核病防治知
识的知晓率、增强防范意识。

东丽区举办首届社区运动会篮球赛
本报讯（记者 赵轩）日前，东丽区

举办第十一届全民健身大会暨“我要
上全运”首届社区运动会篮球比赛。
比赛为期10天，来自全区各街道

的12支代表队参赛，队员们发挥出应
有水平，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展
现出东丽区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
赛场上高潮不断，推动了全民健身运

动的普及。东丽区将开展篮球进校
园活动，将篮球运动普及到各个学
校，激发广大青少年参与全面健身的
热情。

东丽区新冠疫苗加强针开打

本报讯（记者 韩丽）日前，东丽区
针对完成两剂次灭活疫苗接种满6个月
的18至59岁重点人群，启动加强免疫接
种工作。10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临时接种门诊连夜落实人员、物资调配
等任务。

在新立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前来
接种的市民按照接种程序，依次进行预
检、登记、接种、留观，现场秩序井然。

社区工作者高健说：“我觉得打这
个加强针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社区
工作者，每天接触的群众比较多，对自

己和他人都是一个保障。”
根据加强免疫需间隔6个月的时

间要求，东丽区将在 2021 年 9 月、10
月、11月，依次对 3月 1日之前、4月 1
日之前、5月1日之前完成两剂次灭活
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进行加强免疫。
第三针加强疫苗的人群范围，主要是
前期进行灭活疫苗满六个月以上的人
群，主要包括社区工作者、冷链从业人
员、医务人员以及从事相关行业的重
点人群。康希诺疫苗接种人员不在此
次接种范围。

东丽区增强教育、养老自我造血机能

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更换民航小区楼门前用水阀门。 张莹摄

国英幼儿园 李泽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