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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全区领导干部大会召开

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热潮

大营门街道

激活资源 打造特色

持续提升城区品质 打造生态宜居家园

桃园街道

出谋划策 老少上阵

天塔街道

互助友善 文明共享

■ 通讯员 王轩昂

大营门街道因地制宜，坚持激活、整合、共享，打通
各类渠道和资源，以社区老年人、青少年、特殊群体等多
元主体为服务对象，联合共建单位、在职党员、社区社会
组织等力量，开展具有辖区特色的新时代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今年以来，大营门街道累计开展各类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312场，受众48万余人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得
到显著提升。

大营门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7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建立“街—社区—志愿者”三级联动关系网，通
过志愿者、辖区单位、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资源，联合发
力，完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网上志愿者服务团队注册共
35支，注册志愿者 821人。

东莱里平安志愿服务队有15名队员，年龄在50岁
到75岁之间。志愿服务主要包括调解纠纷、门岗值守、
社区秩序维护等。敬重里老年大学最开始只有书画课、
烹饪课、电脑课，后来增加了摄影课和手机课等。

■ 通讯员 王轩昂

桃园街道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新时代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编织成一张聚集了文化、助老、环保、文明
的网络，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老、中、青、
少、幼”五个年龄层的居民们从过去“关起门来过日
子”到逐渐乐于参与社区活动、乐于为社区出谋划
策。今年以来，桃园街道累计开展新时代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160余场，受众2430余人次。

桃园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8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广泛建立“4+N”社区志愿服务网络，各实践所、
站建立了学习宣传、文化健身、互帮互助、文明风尚志
愿服务队共36支，并根据群众需求和地域特点，增设
了未成年人、平安法治、助老敬老等特色志愿服务队
10支，共计46支队伍，志愿者共计1198人。

广顺园社区最初参加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主要
是退休老人，社区通过开展高质量、高营养的活动来
吸引孩子们参加，在孩子的影响下，很多中青年人也
参与到了其中，现在广顺园社区有6支志愿服务队伍。

■ 通讯员 王轩昂

积极动员群众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激活群众中
蕴含的友善互助正能量，天塔街道激发群众参与志愿
服务的认同感和主动性，推动新时代精神文明创建活
动蓬勃发展。今年以来，该街共开展线上线下各类新
时代文明创建活动1000余场。

天塔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14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组织建立了45支志愿服务队。作为一个集市民
教育、普法、科普、文化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场
所，既满足居民阅读需求，又可以开展各类活动。好邻
居剧场先后举办了“天塔街邻居节”系列活动、“乐享生
活 文化天塔”惠民演出、“文化大讲堂”、公益电影放映
等活动，极大满足辖区居民多元化的公共文化需求，成
为了周边群众学习娱乐、文化休闲的新去处。

红星志愿服务队已经成立33年，目前有70余名队
员，大部分是老党员。除了参与卫生清整、垃圾分类
宣传、治安巡逻、秩序维护、岗位值守等日常志愿服务
外，还面向青少年开展“阳光快乐星球”免费书法课。
今年以来，红星志愿者们累计志愿服务70余次。

梅江街道

人文关怀 精神助力

■ 通讯员 王轩昂

梅江街道聚焦群众需求，结合文明城区建设，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今年以来，梅江街道累计开展新时代精神文明
创建服务100余场。

梅江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下设10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组织建立20支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利用线上
平台，建立社区公众号和微信群，以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及时倾听居民的声音，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
党员志愿服务队、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志愿
巡逻等9类志愿服务分队，发挥带头作用和影响力，为
打造文明社区贡献力量。

2018年，天湾社区志愿服务队被评为河西区优秀
志愿服务团队，从“一老一小”入手，针对辖区内的少
年儿童开展燃气安全科普宣传、布贴画、红色故事会、
书法班等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针对部分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情况，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会一
对一、手把手指导老人操作。

为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天湾园经常举
办红色故事会活动。活动让71岁的“五老”志愿者郭
萍和社区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也让孩子们懂得了现在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 通讯员 岳志欣

建设项目累计开工1174万平方米、竣
工699万平方米，2021年城区绿化覆盖率
38.67%，PM2.5 平均浓度较 2016 年下降
44%……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是城市发
展的重要一环，党的十八大以来，河西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持续提高生态宜居水平，建
管并重、内外兼修，城区品质、群众幸福指
数实现新跃升。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

宜居品质持续提升

“小二楼”曾是河西区几代人的记
忆，一家五六口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屋
子里，到处都是“私搭乱建”，居住环境
脏乱差，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小海地
小二楼改造曾备受关注，拆迁工程经历
“六启六止”，如今，一幢幢高楼拔地而
起，小区环境干净整洁、清新靓丽，健身
器材、休闲木椅，人们锻炼身体，孩子嬉
笑追逐……8700余户居民告别小二楼，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近年来，河西区因城施策、因地制宜，
大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完成23万平方
米棚户区改造3年“清零”任务，近6000户、
1.7万名群众居住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从
“有居”变“优居”，安居梦的背后，凝聚着
浓浓的“民生味儿”。

聚焦人民群众的生活舒适度、满意
度，河西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齐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过去很多老旧
小区基础设施跟不上，路灯不亮、道路坑
洼、自来水管道锈蚀、高楼水压上不去、下
水排水不畅、污水跑冒、“逢雨必涝”等情
况，在年复一年的努力下，已经不复存
在。近五年来，河西区对597个住宅小区
实施“三微”和老旧小区及远年住房改造，
改造供热管网 160公里、燃气管网 87公
里、二次供水设施160处，改造面积1700
万平方米，25.5万户群众受益，老旧小区
焕发新活力，点滴变化让河西百姓感受到
了幸福“温度”。

园林绿化增量提质

生态文明惠及民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聚焦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河西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新建一批公园游园，还空间于城市、
还绿地于人民，让绿意满眼、河水长清、空气
常新。
城市绿道公园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

处。这段始建于1908年的旧铁路，经历了河
西区因地制宜、变废为宝的改造，被打造成
为7公里、50万平方米城市绿道，昔日的“铁
路锈带”变成如今的“生活秀带”。
近年来，河西区着力推进园林绿化增量

提质，提升绿化122万平方米，城区绿化覆
盖率38.67%。提升改造曲江公园、天津湾公
园、红光公园、佟楼公园等一批优质公园，利
用街边“边角料”区域，见缝插绿、补植补种、
拓展功能，打造了一个个靓丽实用的“口袋
公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2017年的7.14
平方米提升至2021年的 8.71平方米，增幅
达22%。

只有300多米的运苇河，曾是周边一家
工厂挖凿直通海河的运输河。由于管辖权
限模糊，成了一条“臭河”。2021年3月，河西
区启动运苇河疏浚工程，累计清淤3300余立
方米，清理堤岸7700余平方米，修护堤岸180
余平方米，运苇河展现新面貌，河畅、水清、
岸绿。这些绚丽的城市新底色，正是河西区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河西区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关于深化河湖长制的部署要求，在全区构建
河湖长挂帅、部门联动、区域协同的联合治
水新模式，区级河湖长巡河湖820次，街级河
湖长巡河湖17737次，巡查发现问题956处，
暗查暗访900余次，发现处置433处问题，河
湖长制由“有名有责”向“有效有能”转变。
一池春水蓄起来、净起来、活起来。

城市管理精准发力

功能品质提档升级

城市管理一头连着经济，一头连着民
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十年来，河
西做实城管大文章，精心呵护一座城，诚心

服务一城人。
随着先锋河西侧、津凌路东侧、解放南

路汽配城地区道路两侧、贺江道沿线的违法
建设的拆除，随着堆放的垃圾不见，随着居
住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居民为拆违治乱
“点赞”。

私搭乱建、违章建筑犹如城市健康肌体
上的“沉疴痼疾”，违建的成因多而复杂。
2017年，河西区启动拆违“五年行动”，从群
众反映最突出、最强烈、最迫切的问题入手，
攻坚克难、重点突破，拆违，拆出一个干净整
洁的宜居家园；治乱，治出一个井然有序的文
明河西。据统计，五年来，河西区累计拆除各
类违法建设48.73万平方米，为发展腾出了空
间，为百姓改善了环境，为平安创造了条件。

近年来，河西区着重提高工作标准、提
升精细程度，以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管
理，努力在精细化、长效化、智慧化上实现质
的提高。

河西区树立“大环境”理念，突出“大城
管”意识，在不断深化城管改革的进程中，按
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全面覆盖的工作思
路，将616.39万平方米的园林养护、909万平
方米的道路扫保、103座公厕管理以及准物
业小区、自管小区的环境卫生进行全域市场
化，建立时间全天候、范围全覆盖、标准全统
一的“大城管”体系。同时运用新技术赋能城
市治理，依托一网通管平台，深度融合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纵向建立国
家、市、区三级平台互联互通，横向整合对接
相关部门信息化系统，实现全区城市运行管
理服务“一网统管”。

推动城市管理精细化，河西区将全域14
个街道、149个社区、754个自然小区划分为
1495个网格，实现城市管理、执法管理和区
域管理三层网格责任划分。同时依托市、区
两级12个事件上报来源，通过城市管理“一
网通管”平台感知分析，实现各类事件上报、
立案、派遣、处置、核查、结案的闭环管理，做
到所有案件可查、可溯、可追踪，推动了跨部
门、跨层级、跨区域问题的协同解决。

河西区将人与自然、历史与现代、新基建
与老旧小区改造等元素有机融合，让城市看
得见绿、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一座有“颜
值”、有“气质”、有“温度”的美丽新河西正在
崛起。

■ 通讯员 孙玮

近日，河西区委宣传部（区版权局）、区网信办、公安河西分局、文化市场
行政执法支队四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2022”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1月，重点针对开展重点领域网络版权专
项整治，促进网络版权产业合规稳健发展；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树
牢共治共建清朗网络版权空间理念；强化网络新业态版权监管，建立
尊重原创、保护版权良好秩序；巩固历年专项行动成果，为网络创新发
展保驾护航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本次活动将聚焦广大创新主体版权领域急难愁盼问题，推动规
范发展与打击惩治并举，加强对互联网版权监管，加大对网络侵权盗
版案件的行政处罚力度。强化投诉举报，畅通群众投诉渠道，提供侵
权盗版案件线索。

■ 通讯员 万彤

10月25日上午，中共河西区委常委会扩
大会议暨全区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传达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精
神，学习贯彻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和全市领
导干部大会精神，研究部署全区学习宣传和
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李学义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
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党
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
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述了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对

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战略
部署，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
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我们
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坚定践行“三个务必”，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加快建设首善
之区、打造品质城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应有贡献。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重要
政治任务，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要
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对党员干部进行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的系统辅导，层层传达学
习、逐字逐句学习，将党的二十大精神延伸
到每一个党支部、每一名党员干部和群众，
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
量。要在宣传宣讲上下功夫，结合受众的实
际、联系身边的变化、运用群众的语言，改进
和创新宣讲的方式方法，精心组织做好社会
宣传，注重反映全区各条战线学习宣传大会
精神的具体举措和良好风貌，充分展现河西
党员干部群众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火热实
践和典型事迹，使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会议强调，要在精心谋划上下功夫，增

强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大
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紧密结合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区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
以及区“十四五”规划等内容，切实将党的二
十大精神融入到长远谋划当中、融入到具体
工作当中，不断开创河西发展新局面。要在
狠抓落实上下功夫，对照既定的各项任务，心
无旁骛、全力以赴地做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把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作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最直接、最现实
的检验。要提早谋划明年任务，做好重点产
业发展、重点企业引进、重点项目储备等工
作，精心梳理各项民生领域重点项目，确保明
年各项工作高水平开局、高标准起步，以推动
新时代河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成果检验学
习宣传贯彻成效。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佟玉峰 摄

强化街道消防执法

河西区治理消防违法行为

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剑网2022”专项行动启动

■ 通讯员 金志成

近日，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各街道开展督
导、执法工作，对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电
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等重点消防违法行为进行治理，
进一步提高基层消防行政执法力度和整改消除火灾
隐患的能力。

其间，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多次走访各街道，认
真梳理《天津市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天津市消防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指导基层强化消防安
全工作，并抽调监督执法业务骨干，对辖区内14个街
道开展一对一帮扶跟踪指导，针对基层网格的薄弱环

节对症下药。从如何开展日常检查、执法依据、举报投
诉、疑难隐患类问题整改等环节入手，跟班作业，通过
传帮带的形式，提升基层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水平。

连日来，全区各街道执法人员针对辖区是否存在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占用消防
车道，是否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是否占用防火间
距，物业服务企业是否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等情况开
展消防执法工作，实施行政处罚共计25起，开展消防
安全警示约谈439次。据了解，河西区消防救援支队
将坚持“指导＋引导”并行，合理运用方式方法，推进
街道执法常态化运转，确保辖区火灾防范形势持续
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