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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结对帮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红桥区与甘肃省合水县东西部协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三条石历史博物馆

（福聚兴机器厂旧址）

大运河红桥遗珍

主题活动多样 服务情暖重阳

近日，红桥区积极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各街道社区联合相关部门组织健康知识

讲座、举办文艺表演、开展义诊服务等，同时深入养老院、孤寡老人家中，义务提供打

扫卫生、理发等上门服务，让老年群体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与温暖。

朱双银 王彬 摄影报道

拆除违建消隐患

百姓生活更安心

红桥区2021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网络安全为人民
网络安全靠人民

■ 通讯员 赵永乐

合水县位于甘肃省最东部，地处黄
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是著名的黄河象
故里、古石刻之乡、子午岭腹地、红二十
六军摇篮。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以来，
红桥区委、区政府及社会各界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
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与甘肃
省合水县携手开展更深层次、更多领域、
更大范围的合作，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纵
深推进产业合作，全面深化劳务协作，广
泛开展人才交流，深入推进社会帮扶，东
西部协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示范村建设为乡村振兴树立新标杆

按照天津市助力结对区实施“百村振
兴计划”工作要求，帮助合水县建设东西部
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村是红桥区今年助力合
水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重要抓手。经过红桥区援派合水
县工作组多次考察调研，积极衔接汇报，决
定将合水县太莪乡关良村、吉岘镇黄家寨
子村作为东西部协作乡村振兴示范村，从
规划编制、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人居环境、乡风文明等全方面进行全力打
造，努力为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发挥典型引
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我们村口这片居民点也有好些年头

了，以前的排水管道都旧了，每年一到夏季
大雨来了，马路上、房顶上、前后院子里的
雨水全部朝着低洼处流下来了，聚到一起
变成‘汪洋’了，人都没法出门。”太莪乡关
良村党支部书记、主任石廷辉说。

据了解，这片居民点是2006年最早实
施集中搬迁的一批，随着时间推移，到

2014年左右，排水配套工程早已破旧老化，
每逢雨季只能靠村干部用水泵抽水，常年积
水导致原先的道路也变得坑坑洼洼、破烂不
堪，一直困扰着群众的生产生活。

今年1月到合水县挂职县委常委、副县
长的红桥区援甘干部王海宾在调研中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立即将关良村集中居民点排水
改造与入户路硬化作为一项重点帮扶任务，
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新建居民点入户沥青
路面5670平方米，铺设渗水砖1750平方米；
更换供水管道380米，压埋居民点排水管道
1345米，赶在今年雨季到来之前将持续7年
之久的排水问题彻底解决。

今年以来，红桥区坚持以补齐农村基本生
产生活短板为着力点，截至目前已先后注入东
西部协作资金400万元，助力乡村振兴示范村
建设。黄寨子村以老年人活动中心项目和新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主要内容，改造排水管道
451米、硬化入户路2015平方米，翻修老年幸福
院210平方米，旧村部广场硬化763平方米；新
建冲水厕所1座；新栽树木95棵；新打混凝土
路肩710米，新铺渗水砖860平方米，沿路贴膜
喷漆266平方米，完成墙体涂白2480平方米
等。此外，红桥区还计划筹措社会帮扶资金
600万元，定向用于两村建设，继续补齐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人居环境、乡村产业等方面的短
板。为充分发挥天津智力资源助力示范村建
设的独特作用，红桥区援派合水县工作组还积
极对接并委托天津理工大学规划团队为关良
村、黄家寨子村量身编制了乡村振兴规划，为
两村科学描绘了未来发展蓝图。

产业发展为群众致富找到新出路

“我是一名退伍军人，去年退役后一直待
在家里，苦于创业没有门路。今年初，村里干
部挨家挨户宣传说有东西部协作资金帮扶，

大家可以享受到贴息贷款、圈舍补助、农器具
购置补贴，我心里特别激动，和家里人商量
后，向村里提出申请，得到15万元的贴息贷
款，盖起了牛棚，养起了肉牛，全家人都特别
高兴，感谢党的好政策，感恩天津对我们的帮
扶。”板桥镇村民王选红说。

今年，合水县整合红桥区东西部协作帮
扶资金，谋划提出了“牛、羊、果、菜、草”5个
10万产业培育工程，积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全面拓宽产业增收渠道，为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全县已建成千头标准化肉牛繁育
场1个，完成合作社改造3个、在建4个，家庭
农场2个、养殖小区5个；群众新建或改建圈
舍1367户，发放贷款876户9620万元，投放
基础母牛1243户6121头，群众从产业发展奖
补政策中得到了实惠，找到了致富的新路子。

2021年，红桥区援助合水县财政帮扶资
金共计4200万元，在两地党委、政府统一协
商后，决定规划实施产业合作、劳务协作、乡
村振兴、科技创新项目等26项，其中，产业合
作类项目总投资2891.4万元，占比68.8%；乡
村振兴类项目总投资 814.6 万元，占比
19.4%；劳务协作类项目总投资394万元，占
比9.4%；科技创新类项目总投资100万元。

园区共建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我们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合水县唯
一一家农产品加工型企业。公司成立初期，
农业产业链条不健全，农产品市场化没有生
产手续，品牌化弱，产品做不到标准化输出以
及运营不规范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发展。
在县委、县政府的积极协调下，我们得到了红
桥区的鼎力支持，在项目资金、技术帮扶、消
费扶贫等方面进行帮扶协作。如今公司发展
越来越好，成为合水县商贸龙头企业，拥有电

子商务、职业技能培训、创业孵化、仓储物流、
农产品加工销售、视频电商、质检等一体化、
综合化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庆阳陇象集团总
经理朱彦明说。

为推动园区共建，2019年以来，红桥区
发挥东西部协作资金撬动作用，帮助陇象集
团新建2030平方米网货加工中心1座（杂粮
生产车间、食用油灌装生产车间、苹果分拣车
间、干菜分拣车间），购置生产线4条（干菜
类、杂粮类、油脂类、菌类），全自动智能苹果
分拣线1条。今年，为解决合水县苹果滞销
问题，红桥区投入250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
支持陇象集团新建苹果深加工车间1座，购
置苹果深加工流水线1套、200吨冷冻库及相
关配套设施设备。项目建成后，将弥补合水
县苹果深加工短板，有效延伸全县苹果产业
链，全面提高苹果附加值。

今年，结合合水县产业发展布局，红桥区
与合水县确定奶羊现代农业产业园为东西部
协作共建产业园，支持全县10万只奶山羊基
地建设，助推全县奶羊产业发展壮大。截至
目前，全县已建成奶羊养殖场 32个，其中
2000只规模羊场1个、1000只规模羊场8个、
500只适度规模养殖场10个、200只家庭农场
13个；建成年产有机肥1万吨生产线1条，畜
牧兽医站12个、农机中心12个、养殖服务中
心1个；为4家养殖场发放贷款390万元，新
引进奶羊2800只，存栏达到2.8万只，日产鲜
奶2.5吨。

下一步，按照合水县最新发展规划，红桥
区将调整使用东西部协作资金帮助合水县建
设万只奶山羊良种繁育中心，支持县内企业
建设羊乳湿法生产线，进一步打通上游育种
养殖到下游生产环节。

自2017年以来，红桥区累计向合水县投入
财政帮扶资金1.45亿元，援建项目113个，筹措
社会帮扶资金1457.4万元，援建项目46个。

■ 通讯员 王彬

“违章建筑拆除了，安全隐患没有了，社区环境更
好了！”近日，红桥区铃铛阁街道瑞兴里社区积极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对社区停车场内存在安
全隐患的违章建筑进行集中拆除，得到居民一致认可。

前不久，瑞兴里社区居民找到工作人员，反映停车
场里的违建铁皮房影响社区环境，存在安全隐患。接
到诉求后，工作人员高度重视，立即协调辖区片警等有
关人员召开会议，摸查相关情况。

瑞兴里停车场于去年9月开始投入使用，当时社
区居民反映停车难问题，车场负责人承诺将给社区居
民停车优惠，经过多方走访，大部分居民认可该停车场
的存在。但后来，停车场更换负责人后，情况急转直
下，不仅承诺的优惠没有了，场地内更建起了铁皮房，
进行快递分拣业务，造成大量纸箱垃圾堆积，形成卫生
死角，存在消防隐患。

了解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将这一问题反映给街
道，街道公共安全办公室、公共管理办公室、综合执法
大队、派出所、停车场负责人、社区居民等多方代表召
开协调会议，面对面进行沟通协调。

会后，社区第一时间联合各部门制定解决方案，要
求停车场马上停止快递分拣等存在消防隐患的经营行
为，立即拆除违章建筑，并尽快铺设路面，避免沙石扬
尘影响居民生活环境。

当月，各部门通力协作、相互配合，快速完成了瑞
兴里停车场违章建筑的拆除工作。

违建拆除后，居民代表为社区送来了锦旗，对工
作人员的为民服务态度和办事能力给予充分认可。
居民代表们说：“真是感谢咱们社区，这么快速有效
地解决了大伙儿的烦心事，我们的生活更加安心、放
心、顺心了！”

送“学”用“新”更入心

■ 通讯员 张瑜婕 余东

为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充分满
足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近日，中铁十五局五公司
党史学习教育VR云展馆正式上线。

该云展馆运用VR全景技术，让广大干部可线上
全方位、立体化地参观公司历史沿革、企业业绩以及党
史学习教育、党建荣誉等展厅，还特别设置了党史学习
教育答题等互动环节，打破时空束缚送“学”入心。
“孩子们通过观看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切身

感受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铁道
兵前辈们为祖国铁路建设所付出的努力，这是几代人
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身为铁建
人的荣光。”总部员工翟靓亮带着孩子一同浏览VR展
厅后认真地说道。
“这样可听、可看、可读的形式非常受欢迎，加深了

我们对公司发展以及党史学习教育的认知和感悟。”今
年刚入职的员工王高博表示，VR展馆不仅方便大家
随时随地学，还能及时全面地了解公司发展、取得的荣
誉和先进人物等，用身边事激励身边人，不断传承优良
传统。

今年以来，中铁十五局五公司党委积极探索创新
党史学习教育形式，不仅灵活运用线上+线下的方式
组织专题学习，还通过开展网络答题知识竞赛、“党员
奉献月”、沉浸式党课等活动，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成效传导到基层“神经末梢”，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 通讯员 刘胜

为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
强国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网络安全工作
“四个坚持”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宣传网络
安全法律法规、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网络
安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技能，共同筑牢网络
安全防线，近日，红桥区开展以“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网络安全进
社区系列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现场讲解、发放资
料、以案说法、播放宣传片等方式，向社区居
民介绍正确的网络安全防范方法，针对老百
姓生活中关心关注的网络安全热点问题、不

良信息举报、防范电信诈骗等进行重点宣传，
吸引了数百名社区居民的热情参与。
“我接到声称自己是银行工作人员的电

话，给我推销保险产品，我怎么才能分辨真
假？”“我经常遇到有人拦住我让我扫描二维
码，说扫码后就给我礼品，这有没有危险？”社
区居民纷纷驻足观看并不时提出问题，工作
人员逐一详细解答，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下一步，红桥区委网信办还将组织开展
以网络安全宣传为主题的系列活动，通过主
题展览、知识竞赛、安全培训、公益活动等，进
一步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增强全社会网络安
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大力营造全
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 通讯员 徐明

三条石历史博物馆始建于1959年10
月，是全面介绍三条石地区作为华北地区
近代民族工业摇篮的专题纪念馆。

现坐落于天津市红桥区三条石小马路
16号的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是三条石地区
唯一保留下来的反映天津市机器制造业形
成、发展进程的历史遗存，也是天津市现存
较为完整的工业遗产之一，为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国家2A级旅游景区、天津市工业
旅游示范点。该博物馆占地面积630平方
米，现存的完整车间厂房和机器设备具有
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馆内保留下
来原铺在三条石大街的三块青石，青石长
1.1米、宽0.5米，在每条青石中间都有宽6
厘米、深2—3厘米的车辙。这深深的车
辙，反映出当年的三条石大街上人来车往、
运输繁忙的景况。

三条石地区正好处于三岔河口地
带，水陆交通的便利不仅使其成为天津
城市早期物流中心、城乡手工业者的聚
集地，也为当时手工作坊的落地经营提
供了便利条件。十九世纪洋务运动期
间，大批工人带着高水平的机器制造和
铸造工艺流入三条石地区，三条石铁业
手工作坊数量逐渐增加，形成了一批较
有规模和影响力的工厂。天津解放以
后，三条石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跃发展，
1949年 8月的《天津日报》专题报道“津
市铸铁业中心三条石步入繁荣”。1956
年公私合营开始，三条石近50余家机器
厂宣布公私合营。三条石的历史是近代
天津机械工业发展的缩影，在传统工业
作坊与近代工业对接实践中，产生了技
术引进、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模
式，展示了近代天津人的勤劳和智慧，三
条石磨炼出的一代技术高超的熟练工
人，在天津后来机械工业成长、发展的历
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日，红桥区第

二实验小学校园节水

大使走进各班级开展

“节约用水 从我做

起”宣传活动，通过讲

解节水知识、展示亲

手制作的节水手工作

品等方式，呼吁全体

少先队员树立节水意

识，养成节约用水的

良好习惯。

王春悦

朱双银 摄影报道

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