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窗见绿，抬脚进园”是不少市
民的理想愿景，在红桥，这种美好就在
大家身边。
“这几年，区里一直在加大园林绿

化力度，通过增绿补绿、见缝插绿的方
式新增公园面积16.26万平方米。”红桥
区城市管理委负责同志黄学军介绍说，
“为了打造大绿大美的生态环境，我们
还对西沽公园、竹园等10个公园完成提
升改造，打造勤俭道等13条精品园林景
观道路，增加沿线绿化面积超9万平方
米，对6000平方米可绿化街头裸地、清
拆地实施绿化提升等，真正把更多看得
见、摸得着的绿色福利送到居民身边。”
子牙河红桥段南岸的子牙“红”健

康步道是西于庄街道子牙南里居民闫
瑞新阿姨的每日打卡地，遛弯、歇脚、
聊天、锻炼，别看这儿地方不大，但在
闫阿姨和朋友们心里，它发挥的作用
可不小。“这儿绿化好，只要天气不错，
大伙儿都喜欢到这散散步、说说话，我
们是打心眼儿里喜欢！”

家住翠山楼的桑立卫大爷则对自
家门口的子牙河滨河公园情有独钟。
“现在多漂亮啊，走在河边吹吹风，呼
吸呼吸新鲜空气，舒服极了！”桑立卫
表示，许多人根本想象不到这原来是
一片破糟糟的棚户区，“渔村”搬迁后
这就建了公园，区里还给修了路，又筑
了堤，子牙河河道和周边环境是肉眼
可见的愈发优美怡人。

生态美起来，市容也在靓起来，红
桥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区内10个占
路市场和6个自发市场全部清撤，112
个旱厕全部消除，累计治理违法建设
66.6万平方米，拆除1.2万平方米违规
鸽棚鸽舍，南大寺周边环境卫生死角、
西关北里私屠乱宰等累积多年的治理
硬骨头一一啃下，成功创建国家卫生
区、天津市文明城区。

越来越多的红桥人切身感受到天
更蓝、水更清、公园更多了，身边的居
住环境、市容秩序也越来越好了。

黄学军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推动城市绿道绿廊建
设，并加大西站周边、社区里
巷等重点地区的综合治理力
度，常态化巩固创文创卫成
效，不断满足群众对美好生
态环境和靓丽城市面貌的新
期待。

把生态福利送到群众身边

坚持人民至上
托起“稳稳的幸福”

…………………………………………
下过雨的清晨带着淡淡泥土香，胡

顺来正撑着伞在自家庭院里精心侍弄
花草，“不用再担心‘水漫金山’，真好！”
他笑道，“换做四年前，遇上这样的天
气，我可没这闲情逸致。”
今年51岁的胡顺来曾在郭家菜园

“渔村”住了30多年，一到汛期提心吊胆
的日子让他至今仍难忘却，“房子盖在岸
边，常年特别潮，生活也不方便，不通燃
气、暖气，所有人共用一个旱厕……”
“绝不允许在高楼大厦背后还有贫

民屋！”红桥区委、区政府庄严承诺：要
千方百计彻底改善群众居住条件，不能
让老百姓只是活着，要让他们有生活、
有美好生活！
2018年6月21日，“渔村”搬迁改造工

作的启动让光照进了胡顺来的生活，他亲
身经历、见证了13天563户居民全部搬迁、
出棚入楼的全过程，直言“像做梦一样！”
2019年11月1日，红桥区提前并超

额完成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任务，
3.33万户、15万群众实现了从“忧居”到
“优居”的美好转变。

如今一到雨天，曾经的平房“抗洪”
记忆还会涌上胡顺来心头，但更多的是
感慨、满足，用他的话说，“现在的生活
就俩字儿——幸福！”

依托棚改腾挪出的土地资源，更多
民生“红利”渐次释放。

老“渔村”化身14万平方米的子牙
河滨河公园，带来触手可及的生态福利。

红桥小学占地面积从4500平方米
扩大到15000余平方米，孩子们可以在
宽阔的操场自由奔跑。

新建第二实验小学、三中附小等教
育载体9处，补充学前教育学位5540
个，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620个，更多适
龄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写在群众心坎上的美好变化还远
不止这些。
“这几年，周边的占路市场、胡同里

的旱厕都没了，菜市场、老人家食堂和
公园绿地渐渐多了起来。”家住咸阳北
路街道同心社区的房克明大爷表示，他
已经习惯了每天到家门口的文化服务
中心呆上一会儿，和老伙伴们一起聊聊
天、练练书法，偶尔还唱唱歌，尽情享受
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乐趣。

近年来，红桥区还新增养老床位1136
张、新建23个日间照料中心、新建13个健
身中心、完成9个社区全科门诊标准化建
设、在全市率先完成120急救站点建设任
务、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区和天津市文明
城区……一项项民心工程、一件件民生实
事，持续为惠民“加码”、为幸福“加速”。

房克明大爷说：“以前总听人讲15
分钟生活圈，别说，现在买菜、拿药、参
加社区活动嘛的，还真都能在这十几分

钟路程的圈子里给办喽，倍儿好！”

练好发展内功
打造投资“强磁场”

…………………………………………
“我人在外地老家，来回跑一趟非常

麻烦，多亏有工作人员帮忙‘网上办理’，
新变更的营业执照这两天就能收到！”4
月7日，远在山西的诚远（天津）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人戈先生通过红桥区政务
服务中心的帮助，在线上办理了增加企
业经营范围审批服务，为公司顺利开展
后续投标业务扫清了障碍。“就用了4小
时，真是没想到这么方便！”

说起红桥高效优质的行政审批服
务，2021年竞得该区铃铛阁地块的天津
中海海鑫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欧阳国
欣也有切身体会。
“从取得项目备案到开工建设仅用

了14个工作日，我从事房地产行业这
么多年，这是第一次足不出户，在自家
公司领取到施工许可证，而且用时这么
短，为‘红桥速度’点赞！”欧阳国欣说。

近年来，红桥区全面推行承诺制审
批、容缺后补等“放管服”改革举措，全区
78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行清单化管
理，减少各类证明材料376项，将企业开
办时间压缩至1天，在全市率先推出政务
服务7个工作日制度和注册企业免费刻
章服务，实现企业“零成本”开办。

在红桥成长起来的卓朗科技创始
人、总经理张坤宇一直坚信良好的营商
环境就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沃土，他对这
句话也有着比别人更深的感触。
“我们能从一家大学生创业公司成

长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软件
500强企业、云计算100强企业，离不开
这十多年来区里不遗余力的扶持，包括
给资金、给场地、给政策、给荣誉等。”张
坤宇说，“前不久，企业刚刚完成松江股
份的司法重整，成为我市第一家在行业
信息化总体集成领域主板上市的公
司。未来，还会在区里的支持下加快打
造研发创新产业基地。”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越来越多的企
业家和张坤宇一样，深切感受到红桥重
商、亲商、爱商、尊商、富商、安商的决心和
坚定意志，加之充分发挥天津西站作为
“轨道上的京津冀核心节点”和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关键窗口的区位优势，红桥
吸引力不断增强，中国建材集团所属天
津水泥院绿色数智双碳创新中心、中船
重工全系统第三方检测中心、中海油创
新研究中心、中邮证券天津分公司等一
大批好项目、大企业纷纷选择落户扎根。
“政府服务贴心周到、交通路网便

利通达、投资兴业氛围浓厚，我们愿意
一心一意在红桥谋求发展，我们也相信
企业在这里能够大展拳脚、大有可为！”
天津水泥院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龙说。

聚焦基层治理
画好服务“同心圆”

…………………………………………
前不久，快递小哥宋国辉和其他6

名同行有了“双重身份”，穿上印有“益
锋小哥志愿服务队”字样和志愿服务标
识的工作服，他们既是快递员，也是红
桥区三条石街道首批“志愿网格员”。

上岗一个多月，宋国辉已然成为协
助社区开展环境卫生和安全隐患治理
的“找茬”能手。他表示，前几天发现小
区里有几处裸露的电线，就拍照上传到
红桥区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平台，不到
半小时系统就提示已处置。“能发挥职
业特点参与社区工作，为美化咱们共同
的生活环境贡献力量，让我觉得特别有
归属感和成就感！”

推动快递员、外卖小哥等新就业群
体纳入基层党建格局是红桥区深入实
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十个一”工作机
制的新尝试。

近年来，红桥区持续深化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一根钢钎
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一盘棋”，通过
一套机制狠抓落实、一声哨响报到督办
实现“多条线”拧成“一股绳”，通过一网
多格全域覆盖、一座平台科技支撑让为
民服务有了“智慧大脑”“耳聪目
明”……
“不光是工作人员可以使用这个平

台，群众遇到困难也能随时通过‘红桥
百姓通’微信公众号反映，接报后平台
会立即向相关部门‘派单’，并及时追
踪、反馈问题处置情况。”红桥区网格化
管理中心负责人张会群介绍说，两年
来，该平台已累计处理群众身边各类问
题270余万件。

让群众生活更舒心更美好，红桥区
还建成了区、街道、社区三级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成立了35家人民调解工作
室，500名人民调解员“常驻”社区，哪家
闹了别扭、谁和谁起了争执，经他们说和
调解，往往能够解开“心结”、握手言和，避
免了很多小纠纷演变成大矛盾。
“社区里大事小情都有人管，不论

是看得见的问题，还是看不见的隐患。”
西沽街道水竹花园社区居民谢菲表示，
自己还经常能在下班晚归时看到巡逻
的民警，让人很有安全感。

据了解，近年来，红桥区110接报
刑事警情逐年下降，2021年降幅达40%
以上，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同年12
月，红桥区被授予“2017-2020年度平
安中国建设示范区”称号。

笃行不怠，日进日新，红桥发展的
每一个细微变化，无不回响着逐梦前
行的铿锵足音。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征
程上，红桥将继续凝心聚力、埋头苦
干，进一步焕发绿色发展、宜居宜业的
绝美风姿，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精彩蝶变焕新生 美丽红桥绽芳华

如果要问红桥这五年最大的变化是

什么？答案一定是这座老城区“颜值”“气

质”的升级。

仲夏的红桥，满目葱茏、生气勃勃，穿

行在城区大街小巷，目之所及，市容市貌

大气靓丽、道路环境畅通有序、基础设施

完善便利，无不让人沉浸在幸福之中。

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红桥区始终

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

作要求，坚决打赢棚户区改造、创文创卫、

招商引资、安全稳定四场硬仗，大力实施

生态立区、教育兴区、土地强区发展举措，

顺利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实现

“十四五”良好开局。

砥砺前行中，一座宜居之美、发展之

美、和谐之美的红桥也跃然眼前，经济运

行稳中向好、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祥和的

幸福画卷徐徐展开，三河五岸动能澎湃，

魅力值拉满。

红桥区第九幼儿园操场上，一场
热闹有趣的春季运动会正在如火如荼
进行中，接力赛跑、扔沙包、拔河……
孩子们你追我赶、体验运动的快乐，家
长们在线上实时收看比赛、加油助威。
“我儿子在读小班，这儿的环境、

老师都特别好，孩子非常喜欢来，而且
离家近，接送也方便。”家长倪克雅表
示，自己就住附近，在这所幼儿园建成
前，她和爱人还有过“入园难”的焦虑，
前年8月九幼正式投用，一家人的烦恼
随之而解。
“门口还有天津师范学校和苑附

小和新华中学和苑学校，孩子从幼儿
园到中学都不用跑远，这是前几年刚
搬过来时没想到的。”倪克雅说，“前一
阵看到新闻上说市教委还和红桥签了
协议，要合作办一批优质特色的中小
学，未来大家的选择就更多了，身边不
少朋友都说以后不愁孩子有好学上！”
近年来，红桥区紧抓棚户区改造契

机，把弥足珍贵的土地资源优先投入学
校基础设施建设，新建第二实验小学、三
中附小、九幼等教育载体9处，补充学前
教育学位5540个，新增基础教育学位
1620个；改扩建红桥小学、桃花园小学；
修缮提升区少年宫、教师发展中心。
“我们的操场足足大了3倍多，有

了标准的塑胶跑道、篮球场、足球场、
沙坑等。”桃花园小学体育教师张妍

说，“很多以前受场地局限无法开展的
室外活动现在都可以组织了，学生们
对运动的兴趣和喜爱程度也更高了。”
红桥区教育局负责同志欧阳敏表

示，仅2021年，区里就将全区财政收入
的60%用于教育事业，去年还编制完成
区内首个基础教育专项规划，规划各
类学校95处，并以法定规划形式确保
未来教育用地充足供应。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上，

红桥区开展集团化办学，组建7个教育
办学集团，与河北工业大学合作办学，
借力驻区高校优质资源构建大中小一
体化办学体系，引入上海道小学、河西
二幼优质教育资源，方舟实验、怡和两
所民办中学改制为公办学校，并开展
名校长、名班主任、教师评选，推动跨
区、集团内教师资源合理流动等，持续
提升区域教育教学水平。
在去年8月刚刚投入使用的天津

三中附属小学，一年级学生周思毅踏
入校园生活已有大半年时间，家长刘
静对儿子周思毅的学习、生活非常满
意。她说，“学校从硬件建设到教学管
理都很优秀，在老师的培养帮助下，孩
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学
校属于文昌教育集团，可以最大限度
共享集团内部优质资源，孩子在家门
口就能得到优质教育，作为家长非常
满足！”

让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
施工人员头戴护目镜、身系安全

带进行防火涂料喷涂，二次结构施工
人员正在放线，为后续外墙和内墙隔
断建设做好准备……前不久的“五一”
假期，红桥区中医医院新址建设项目
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忙碌有序。
“这是红桥区的重点民生项目之

一，新院址建成后面积将是原有的2
倍，门诊就医环境可以得到极大改
善。”项目建设负责人刘毅介绍说。为
保证工程尽早完工，“五一”期间近70
名工作人员放弃休假、全员上岗，保质
量抢进度。

目前，红桥区全力推进的重点建
设项目有区档案馆、七〇七所综合实
验楼等三大类25个。“最近，我们和相
关部门一起走访了区中医医院、大丰
西幼儿园、子牙河北路（中段）、仁恒星
源世纪等在建项目现场，及时解答、解
决建设单位提出的相关手续审批流
程、配套工程建设、排水管道外网接驳
等问题，保障各项目建设有序高效推
进。”红桥区住房建设委负责同志李冬
表示。

近年来，红桥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顺应城市发展新
理念新趋势，依托棚改腾挪出的近3000
亩优质土地资源，科学规划城市建设管
理，有序推进土地出让，加快城市更新，
深入实施规划引领、区域开发等“十大

工程”，在增强城市核心功能、提升城市
能级的同时，进一步释放发展活力，为
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福利。

单家面铺、金潞园等9宗地块成功
出让，带动固定投资约300亿元。

风貌里社区等4个党群服务中心
和西站消防中队、三条石小学、西沽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等一批社会事业类项
目建成投用。

子牙河北路东段、本溪路等11条
道路完工通车。

和苑起步区C地块、北岸中心等
108个海绵城市项目完成。

9个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陆续
完工并投用。

……
“随着红桥基础配套、城市功能更

加完善，城区品质也进一步提升。”参
与铃铛阁地块开发建设的天津中海海
鑫地产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乐说，“这里
还有天津西站综合交通枢纽优势及其
周边所预留的发展空间，不论对投资
企业还是市民群众来说，红桥都非常
具有吸引力。”

未来，红桥区将继续大力推进西
站前广场、西沽南等重点地块出让，加
快实施重点项目建设，高质量推动城
市更新，持续提升区域综合承载力、辐
射带动力、人才聚集力，让区域发展更
富活力、动能满满。

写好城市发展能级提升“大文章”

■■ 改扩建后的桃花园小学面貌焕然一新。

■■ 百年“渔村”

化身为秀美的子牙河滨河公园。

■■ 西北角陆家嘴商圈消费活力足、人气旺。■■ 加快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核心节点”。

2022年6月16日 星期四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