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积极发挥
示范表率作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筑
牢政治根基，在制醋工艺钻研中提升
业务能力，在帮助同事解决困难中聚
人心提士气，赢得了广大干部职工的
普遍好评，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他就是天立独流老醋公司生产车间党
支部委员、传统工艺制醋车间主任董
三刚。

董三刚时常告诫自己，党员的形
象就是岗位的形象，一个党员在本职
岗位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就为群
众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党史学习教
育中，董三刚和同事们一起学史明志，
不断增强凝聚力和为民服务的意识，
助力企业抓住发展机遇实现新突破。
他说：“我坚守的初心就是利用所学和
经验，在本职岗位上严谨求实、认真负
责、勇于创新，竭尽全力完成好各项工
作任务，为制醋制作技艺的传承和发
展贡献力量。”

和制醋打了 30多年交道的董三
刚，始终致力于制醋工艺的研究和技
术的改进。独流老醋传统发酵工艺前
期每个酵液投料60公斤，发酵后期原
料有发酵不彻底的现象，造成原料的
浪费，同时醪液中液化成分过于饱和，
酵母的活性受到抑制，淀粉利用率
低。针对这一现象，董三刚暗自下定
决心，对传统发酵工艺进行钻研改造。
“一开始决定做这件事的时候没

有资料可查，没有技术支持，我就抽时
间、找机会向有经验的老师傅请教，对
醋醅发酵环节的投料、用水、温度、酒
精度等有关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及
时做好总结。”董三刚说。

董三刚凭着不怕吃苦、不怕失败的
韧劲儿探索，经过多次试验摸索，终于
确定了调整料水比例的制醅方法，每个
酵液投料由以前的60公斤降低到45公
斤。经过一年多的批量生产实践，这一
成果得以在公司醋醅发酵车间全面推
广，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使产品在
全国制醋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担任车间主任以后，董三刚深知
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每当生产
中遇到难点、疑点、盲点和缺点时，他
都无畏艰难，直面问题。多年来，他
带领车间人员不断地用科学理论和
现代知识武装头脑，加强、加快知识
更新，经过多年来不断摸索、勇于创
新，使每个醋醅从最初产150多公斤
醋，增长到目前出品率 400 公斤以
上，极大地降低了公司生产成本，仅
此一项每年创造效益200万元以上。
同时，他还创建了一个传、帮、带的技
术培训平台，确保独流老醋酿造技艺
传承不变。他坚持规范化管理，建立
各种制度，使各项工作走上制度化，
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轨道。

在同事眼中，董三刚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任劳任怨，在制醋岗位上，年
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平凡的工
作，在一排排老醋发酵室之间总能看
到他那不知疲倦的身影。每当需要公
司物流配货需要人的时候，他总是积
极组织车间的员工，不分时间，不分批

次去装货，为的是产品在最短时间内
发往外埠市场，仅去年就装载了3万多
吨，平均每天将近100吨，既减轻公司
物流的压力，又加快了市场供应速度。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董三
刚都力求率先垂范，得到了公司领导
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天津市天立独
流老醋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田
增阁说：“董三刚在工作方面认真负
责，特别是在传统技艺钻研方面，带领
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解决了很多瓶
颈问题，使传统工艺技术提高了一个
层次，醋的产出率连续几年都有新的
突破。”

一颗匠心，一门手艺，一份坚守，
董三刚用不断创新传承制醋技艺，在
醋香中展现工匠精神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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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旗帜·····················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榜样

认
真
贯
彻
养
犬
条
例

共
建
美
好
和
谐
家
园

坚守匠心醋香飘
——记天立独流老醋公司生产车间党支部委员、传统工艺制醋车间主任董三刚

■记者 张鹏

本报讯 （记者曹希霞 张厚

泽）10 月 26 日，区委统战部举办坚
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专题研讨
班。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长黄
淑芳作开班动员并围绕“《中国共
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解析”作
专题讲座。

会议要求，要统筹好学习和工作
的关系，全面凝聚各个领域的共识。
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及时掌握统一
战线成员的思想动态，对各种错误思
想敢于交锋、对模糊认识及时澄清。
要鼓励党外人士在涉及重大政治原
则问题上主动发声、及时发声、正确
发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正能
量、释放正能量。要动员民营经济人
士更加主动地投身服务改革发展，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激发全区民营经济
的活力和创造力，为全区追赶超越献
计出力。要创新做好民族、宗教、新

社会阶层和海内外同胞等统一战线
的工作，积极交流思想、增进感情、
增进共识，营造团结稳定政治局
面。要用创新举措推进统战工作，
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与时俱进的
本领，积极探索运用网络新媒体等渠
道开展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注重加
强正面引导，讲好静海统战故事，凝
聚社会共识。

据了解，此次培训班为期 4
天。期间，学员们分别围绕党史、
统一战线理论政策、民族宗教政
策、港澳台侨统战工作等方面内容
进行课堂学习外，还安排了“忆峥
嵘岁月、秉初心助梦”觉悟社现场
教学和交流研讨。

区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分
管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统战委员，
党外处级领导干部，党外优秀年轻干
部和各界人士代表参加。

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专题研讨班举办

本报讯 （记者曹希霞 张厚泽）
10月27日，静海区召开区工商联（商
会）2021年换届工作部署会议，对区
工商联（商会）2021年换届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部
长黄淑芳出席并讲话。

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准确把握关
键环节，落实落细上级关于换届工作
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好党委、党组
审核把关的作用，深入了解掌握各方
面的情况，积极主动地与有关部门沟

通，做好换届人事安排。要严格遵守
党的干部工作原则和组织人事工作
纪律，严格落实“十严禁”纪律要求，
严明换届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守土负责，以严明的
纪律、规范严谨的程序，牢牢筑起防
范违纪违规行为的坚强防线，确保全
区工商联（商会）换届工作有序平稳
完成。

区有关部门，各乡镇、街道、园区
负责同志参加。

区工商联(商会）换届工作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高帅 于学超）
10月 26日，静海区召开供热保障安
全工作推动会议。副区长杨阳主
持并讲话。区发改委、区城管委、
区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和各乡镇、园
区分管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听取了全区农村煤改清洁
能源供热保障准备情况、供热补贴
安排情况和今冬供热保障准备情
况、存在问题的汇报，并就下一步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与会部门
负责同志围绕相关工作进行了交

流发言。
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和供热

企业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切实
增强做好供热工作的责任感和紧
迫感。要全力以赴克服困难,积极
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做好供热各项
工作。要落实好安全责任,强化责
任追究,切实抓好设施维护和应急
保障工作。要强化服务意识,全面
提升供热服务质量,确保供热工作
安全平稳运行,让群众度过一个温
暖的冬天。

静海区召开供热保障安全工作推动会议

本报讯 （记者高帅 于学超）
10 月 27 日，静海区召开 2021 年诚
信建设工作推动会议, 总结 2021
年诚信建设工作情况，研究和部署
下一步工作，深入推进全区诚信建
设工作。区委常委、副区长曲海富
主持并讲话。区发改委、区税务
局、区金融局等相关部门和诚信建
设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分管负
责同志参加。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诚信建设
工作开展情况和7—8月信用状况监
测考核情况，介绍了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各部门负责

同志围绕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流发
言。政务服务办负责同志作了表态
发言。

会议强调，诚信建设工作是实
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优
化营商环境、提升全区社会文明诚
信水平的重要手段。各单位要充分
认清诚信建设的重要性，提高认识，
加大力度，形成推动诚信建设的长
效机制。要突出重点，问题导向，确
保诚信建设整体推进。要开拓创
新，积极协调，增强推动诚信建设的
主动性，通过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促
进全区诚信建设工作稳步发展。

静海区召开诚信建设工作推动会议

本报讯 （记者徐爱丽）为深
化“放管服”改革，让良好的营商
环境更好地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
展大局，区政务服务办紧密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
织精干人员设立政务服务保障大
厅，着力解决政务服务审批中存
在的主要矛盾和痛点、难点问题,
当好企业、群众的“代言人”。

据工作人员介绍，政务服务
保障大厅共设置工程建设项目代
办、社会事务、环保城管、农业水
务等服务窗口，还特别成立了“办
不成事窗口”，为群众提供高效便
捷的服务。“办不成事窗口”就是
对企业及群众所遇到的各种难
题，所遇到的各种办不成的事，都
转移到这个窗口，然后立即提级
办理。窗口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环
保城管、经贸商务、农业水务等政
务服务事项的接件工作，对接各
职能部门，为申请人提供政务服
务事项的全程代办，及发证、办结
事项的跟踪服务工作，真正实现
“接办分离”，让企业、群众只跑一
次，甚至不跑路，办成事儿。

区政务服务办
服务保障大厅
让服务更高效

为进一步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切实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区

城管委积极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

合自身实际，推动解决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民生问题，全力为群众

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图为静海镇胡家园

村鑫园路东段维修改造

工程施工现场。

靳巍巍 摄

本报讯 （记者高帅 于学超）10
月 28日，市文联组织知名艺术家和
中青年骨干创作力量成立天津市“深
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到静海开
展学习采风活动。区委常委、区委办
公室主任杨广才和区委宣传部分管
负责同志陪同。

活动中，文艺宣传小分队先后深
入天津健康产业国际合作示范区规

划展览馆、萨马兰奇纪念馆、合作示
范区在建重大项目、团泊湖西堤、团
泊湿地公园进行参观采风，感受建设
发展成就，汲取创作素材灵感。大家
表示，将通过此次采风活动，按照市
领导要求和“深学笃用 天津行动”主
题宣传工作安排，不断深入生活创
作，多出文艺精品，为天津高质量发
展添光添彩。

市文联组织艺术家到静海学习采风

本报讯 （记者董本江）秋收时
节，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的专家队伍
穿梭在独流镇七堡村的一片玉米田
里，指导农民合理有序开展玉米收割
作业，及时播种冬小麦。

当前，正值秋收秋种关键时期，
由于10月份的连续长时间降雨，造成

大面积玉米不能收获，冬小麦推迟播
种，给秋收秋种带来困难。为有效应
对连阴雨天气影响，确保秋收秋种顺
利开展，静海区成立秋收秋种包联技
术推动小组，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搞好秋收秋种服务，
及时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

题，保证抢收抢种工作顺利完成。小
组下设6个包联推动组，具体负责指
导农民群众抢收抢种，把关键措施落
实到位，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
仓。同时，利用小麦完播技术即“四
补一促”及时种好冬小麦，确保冬小
麦应种尽种、面积稳定。

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搞好秋收秋种服务

图为西翟庄镇顺民屯村的民强合作社全力抢收玉米。

徐爱丽 摄

本报讯 （记者徐爱丽 通讯员安学
军）随着天气渐冷，大丰堆镇于家庄村把
村民的冷暖放在了心坎上，在走访中了解
到部分村民有供热需求，及时联系热力公
司架设管线、连接供热管道，保障村民温
暖过冬。

据了解，于家庄村是一个有600多

户、2000多人的大村。最近，村“两委”在
入户走访中了解到，去年27户闲置房屋
没有安装供暖管道，今年村民有需求，需
要重新安装管道。针对群众需求，镇党
委、村委会、供热公司进行了三方接洽协
调，决定对管道进行改造升级，进一步提
升供热质量。据热力公司负责人介绍，于

家村在前期集中安装管道时就预留了管
道接口，可根据村民需要随时安装管道。
但是经过工人现场勘察，与村“两委”协
商，决定重新规划管道线路提升供热质
量。工程完工后，供热部门还定期派维护
人员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并解
决问题，保障村民们温暖过冬。

于家庄村提升供热质量保障村民温暖过冬

本报讯 （记者王谦华 通讯员崔
琳）区审计局坚持科技强审，积极运用
大数据分析技术，促进完善全区行政
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和治理体系，促
进提高资产配置和规范化水平，不断
提升资产使用效益和管理绩效。

该局坚持明确职责，找准方向，
组织全体审计干部认真学习研读《财
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事
业国有资产管理的通知》和国务院颁
布的《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
例》，明确审计机关的主要任务与职
责，提升审计水平，树牢担当意识，把
好监督方向。坚持运用数据，全面筛
查。在本年度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全
覆盖审计项目中重点关注行政事业
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充分利用大
数据审计优势，综合运用行政事业
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和预算
单位财务集中核算系统数据，对159
家区直一二级预算单位国有资产的
资金管理使用、资产登记分类、调配
处置以及计提折旧等情况建立数据
分析模型，实行批量式审查，提高了
审计工作效率和审查结果的精准
性。同时，坚持实时监控，高效监
督。将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纳入日常
监管范围，建立固定资产动态监管
模型，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各类资产
的会计核算，对潜在管理风险进行
预判，提高国有资产管理质效，确保
国有资产安全完整。

大数据审计助推
国有资产规范管理

本报讯 （记者李跃军 于学

超）10 月 27 日，区委政法委召开全
体会议，研究部署当前政法重点工
作。区委常委、区委政法委书记郑
平出席并讲话。区领导刘洪庆、赵
伟参加。

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始终保持正确
政治方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捍卫者。要深化矛盾
纠纷排查化解，完善多元化解机制，
切实解决群众的各类矛盾问题，坚决

筑牢首都政治“护城河”。要强化管
党治警力度，把讲政治、顾大局与抓
主责、强业务有机融合，紧盯政治整
肃、纪律整饬、作风整顿、能力整训过
程中的责任落实，强化督导问责，扛
牢责任担当，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法铁军。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听取了公安静海分局、区
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司法
局、民政局工作汇报，审议了《静
海区关于加快推进公职律师工作
的实施方案》和《静海区信访工作
规则》。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政法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