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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四季

风情社区开展 2018年度春风行动，促进辖

区失业居民实现充分就业、自主创业。

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咨询和

发放宣传材料的形式帮助失业居民实现就

近就业，努力解决广大求职人、失业居民、就

业困难人员、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及企

业招工需求，实现企业与人才双向沟通。活

动免费为求职人员提供求职登记、岗位推

荐、培训登记、政策咨询等“一站式”公共就

业服务。

四季风情社区开展2018年度
春风行动

促进失业人员实现充分就业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大力弘扬“人道、

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进一步推进遗体、

器官捐献工作，日前，新北街迎宾园社区开展

遗体器官捐献及应急救护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面对面向居民介

绍遗体捐赠的意义，消除人们对遗体捐献的

误解和偏见，希望能够使更多的爱心人士加

入到遗体、器官捐献公益活动当中。社区工

作人员还向居民宣讲了烫伤、烧伤、触电、溺

水、骨折等意外伤害的应急救护知识，并向居

民详细讲解了心肺复苏的重要性，帮助居民

们掌握了基本的急救方法和技能，增强居民

自救和施救能力。

今年新增帮扶企业42家
新北街及时更新帮扶企业名录库，新

增42家企业纳入帮扶，加上2017年的38

家企业，共帮扶80家企业。该街将建立

定期走访机制，多次反复走访、跟踪服务

个别重点企业和存在突出困难的企业。

建立健全重点企业三级领导包联机制，

加强对重点企业帮扶，核实准限额单位

库和新增有成长潜力单位情况，完善准

限额单位数据库，大力落实扶持政策，积

极挖掘培育有潜力企业，促进企业上规

上限。

优化服务平台 提升服务质量
新北街政企互动服务平台将对企业

和项目信息搜集、问题发起、协调解决全

过程的各个环节信息实现即时更新、痕迹

管理，实现即时掌握情况、实时跟踪监控，

做到全过程可追溯管理，严格按照办复时

限答复企业。安排专人负责平台的运行

管理，做到企业和项目登录100%、信息采

集100%。强化问题办理时效，确保问题

按时办结，限定在规定时间内解决问题；

问题办结后，将办理结果及时反馈企业，

听取意见和建议。

新北街将建立企业家面对面沟通机

制及服务企业家工作台账，按照问题协调

处理机制和重点企业、项目三级包联机

制，将新增企业和项目全部接入政企互通

服务平台，做到全部门参与，实现全天候

服务。新北街道商会将搭建企业沟通平

台，开通新的服务企业通道，并与政企互

通服务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信息联通。拓

展沟通渠道，促进企业家之间、政企之间

的交流，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全面、及时、

便捷的政策服务。

多举措助企业提质增效
新北街将深入企业调研，全面了解掌

握企业和重点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情况，

积极沟通协调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每季度召开一次银企对

接会，建立常态化银企对接机制，解决企

业融资难问题。

组织企业参加科技创新、股改上市培

训等相关专题培训。宣传优惠政策，培育

有股改上市意愿企业，组织企业到上交

所、深交所培训体验，为科技型企业完成

股改和上市挂牌奠定基础。街道将举办

第三期现代企业经营高级研修班，组织企

业到上海浦东新区开展企业家现代管理

培训课程，学习当地民营企业管理，推进

新北企业家优势平台建设，促进辖区企业

家提升素质，拓展视野，启发思维，积蓄企

业家的现代企业管理素养，提高综合素质

和竞争力，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全面促进

企业提质增效。

新北街将推进科技型中小企业认

定工作，通过对企业的帮扶和服务，在

现有基础上，2018年争取完成申报 6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实现科技型中小企业

数量、质量和结构的跨越式发展。引导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积极推进已有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升级为高新技术企业，

2018年争取完成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2

家，实现企业规模升级、效益升级和纳

税能力升级。

深入推进“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 推动企业创新提质效益提升发展提速

新北街今年将帮扶80家企业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增强辖区居民识

别和抵御邪教的意识和能力，倡导追求文明、

崇尚科学的良好风气，日前，新北街融盛社区

积极开展反邪教宣传教育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为居民发放反邪

教宣传册，向居民讲解邪教的危害性。活动

的开展，使辖区广大居民懂得邪教不仅害己

害人害家庭，更是危害社会的违法行为，有效

提高了居民识邪、防邪、反邪的思想意识，调

动了大家参与反邪教斗争的积极性，营造了

反邪教宣传教育的浓厚氛围。

融盛社区开展反邪宣传活动

崇尚科学文明 远离邪教侵害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丰富社区妇女业余

文化生活，日前，新北街贻成豪庭社区举办“巧

手编织展风采 同心扮靓半边天”布艺口金包

制作活动。

活动中，指导老师首先讲解了制作布艺口

金包的操作流程、制作要点等，在指导老师的

带领下，大家自己动手制作。你给我指导，我

给你帮忙，一把剪刀、一根针、一团线、几块彩

色布头，这些常用的物件经过大家的巧手，小

巧、清新的布艺口金包便脱颖而出。

此次活动，不仅让妇女朋友们感受到手工

制作的魅力，也拉近了邻里们的关系，受到了

大家的一致好评。

贻成豪庭社区举办手工制作活动

巧手织布艺 共话邻里情

时报讯（记者 马兰 刘纯）在

春节前环境卫生清整活动成果的

基础上，新北街主动作为，积极行

动，于日前全面打响节后环境卫生

集中清整攻坚战。

按照部署，新北街各社区居委

会联合物业公司发动居民积极参与

环境卫生清整，有效提升了辖区环

境面貌；依托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

组织协调社区清理小广告点位数19

处，暴露垃圾点16处，废弃家居设备

26处，乱堆物堆料72处，垃圾外溢1

处，有效地提升了辖区“颜值”。“新

北街道将继续加大力度，对环境卫

生问题进行整改，发现一处，整改

一处。”新北街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深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为居民打

造清洁靓丽的居住环境。

持续攻坚环境卫生

打造清洁靓丽环境

迎宾园社区开展遗体器官捐献宣传

传递公益能量 弘扬红十字精神

协力爱护树木
共建绿色家园

持续开展行动 全面整治隐患
在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中，新河街机

关各部门、辖区安委会成员单位认真排

查，企业严格自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去年以来，新河街共检查辖区企事业单位

1098家，检查一般隐患2298处，整改隐患

2168处，整改率94.3%。

开展“打非治违”行动，深入开展危

化品企业检查整治，对辖区危化企业密

切关注，组织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危化

企业装卸环节安全管理、危化企业环保

治理改造项目情况检查、危化企业安防网

督导、撬装式天然气装置安全隐患检查等

专项检查，确保辖区危化企业安全运行无

事故。

整治菜市场安全隐患，进一步落实菜

市场安全监管责任和菜市场经营人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关停新河新区菜市场，聘

请安全公司专家对柳江里、新学街菜市场

进行检查，并联合执法大队、派出所、消防

大队开展联合执法，对企业安全隐患进行

整治。

注重消防安全 消除火灾隐患
组织开展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检

查，积极协调电力公司、物业、派出所组

成联合检查组，对高层住宅电缆井安全

状况进行摸底，建立隐患台账并上报相

关部门。

组织开展了电气火灾综合治理，落

实常态化火灾隐患检查机制，对辖区人

员密集场所和高压线附近、11个社区居

委会办公房、29家仓储物流企业、271

家小经营加工场所以及社区居民家庭

等 电 气 线 路 和 用 电 安 全 情 况 进 行 检

查。重点对社区楼宇、易燃易爆场所、

高层及地下空间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缺

失、安全疏散通道堵塞和群租等问题进

行整治。

加大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力度。深入

各社区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宣讲、培训以及

消防逃生演练，增强社会公众消防意识和

自防自救能力。在前期微型消防站建设

的基础上，完成辖区内7个老旧小区微型

消防站建设，推动企业自建微型消防站，

目前辖区已建设微型消防站17个。

倡导文明交通 保护舌尖安全
深化道路交通秩序整治，督导辖区

各运输企业进行交通安全隐患自查。

改善学校周边交通环境，清理和整治

辖区学校周边流动摊点和占路经营活

动。各社区在主干道及小区进出口路

旁张贴交通安全宣传挂图、悬挂交通安全

宣传横幅，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并利

用社区电子屏反复播放交通安全警示语，

通过QQ、微信等多种形式，向辖区居民

发送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增强居民交通安

全意识。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清理清查专项行

动、流动早点摊贩整治活动等，规范早点

摊贩管理，保护居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目前辖区内 135户流动早点摊贩已取得

了备案许可证，并按限时限地的规定要求

进入指定场所经营。

时报讯（记者 马兰）近日，为积极加强

物业服务管理工作，引导广大业主依法履行

义务，新河街震新社区开展了物业服务宣传

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利用辖区微展馆

向居民群众普及《物业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并现场接受居民咨询，引导业主树立

物业意识，营造物业管理行业健康发展的环

境。社区居委会还召开物业管理工作座谈

会，社区、物业、业主三方代表“当面锣，对面

鼓”商讨，针对现阶段小区物业管理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初步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

解决方案。

震新社区开展物业服务宣传活动

普及物业法规 加强物业管理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与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进一步

激发党员的爱国主义热忱，日前，新河街南益

社区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组织辖区党

员观看电影《战狼》。

影片充分展现了我国当代军人的血性和

担当，展示了我国军队的风采风貌。观影后，

党员们纷纷表示，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保

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优秀品质，立足岗位，

忠诚奉献，为人民服务，为社区出力。

南益社区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激发社区党员爱国热情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

街道机关、社区和“两新”党组织相

继召开 2017年度组织生活会和民

主评议党员大会。

会前，新河街道工委加强组织

领导，制定方案，明确会议内容和程

序，各基层党组织周密计划，精心组

织，严格落实组织学习、谈心谈话等

环节，保证组织生活会的召开质

量。会上，各支部党员围绕“四个意

识”牢不牢、“四个自信”有没有、工

作作风实不实、发挥作用好不好、自

我要求严不严，深挖思想根源，深入

查摆具体问题。会后，各支部进行

了民主评议，对党员进行无记名投

票测评。组织生活会结束后，各支

部将大家的提出问题进行汇总梳

理，形成整改清单，抓好落实整改。

持续推进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行动 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新河街织就严密安全“防护网”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为有效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新河街道持续推进重点领域安全生产
专项行动，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确保辖区安全生产状况稳定，保障辖区居
民群众安居乐业。

新河街各基层党组织
召开2017年度组织生活会

深入查摆问题
抓好整改落实

“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新河街道

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和团工委联合举办

了“风采巾帼 魅力女性”庆祝“三八”妇

女节女职工羽毛球大赛，14个单位的87

位女职工参加了比赛。比赛设女子单

打、女子双打和团体赛三个项目，赛场

上各位队员勇于拼搏，奋勇争先，经过

激烈的角逐，四季风情社区的朱虹获得

女子单打冠军；震新社区的王茜、孟令

玥获得女子双打冠军；漓江里社区队获

得团体赛一等奖。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赛场勇拼搏
巾帼展风采

为深入推进“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新北街将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限额
以上服务业企业、科技型企业和投资规模5000万元以上项目开展帮扶，并逐
步扩大到对准限额企业的分类帮扶。通过摸清实情、落实政策、破解难题，推
动企业创新提质、效益提升和发展提速，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提高社区居民爱绿、护绿

意识，进一步美化社区环境，共

建绿色环保社区，昨日，新北街

融盛社区开展了以“协力爱护树

木 共建绿色家园”为主题的植

树节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们给小

区里的树木浇水，帮助园林绿化

人员修剪树木，去掉多头枝、重

叠枝和根部弱枝，确保树木健康

成长。此外，社区工作人员也开

展了爱绿护绿宣传，提高社区居

民爱绿护绿的积极性，共建绿色

家园。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