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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连日来，塘沽街开

展以“普及消防知识 增强逃生技能”为主

题的119消防宣传月活动，大力宣传普及

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知识，增强青少

年消防安全意识和防控火灾的能力。

期间，塘沽街各社区积极组织青少年开

展各项活动，通过消防知识讲座、播放消防

视频、消防实战演习等各种方式，积极传播

消防知识、法律法规及逃生技能，教育和警

示青少年增强防范意识，遇到火情及时拨打

“119”火警电话并及时扑救等。青少年们纷

纷表示活动不仅学到了知识还掌握了技能，

懂得了遇到火灾时要沉着、冷静、迅速正确

逃生、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等。119消防

宣传月活动也大大增强了青少年自我防范

意识，丰富了青少年消防知识储备，提高了

青少年消防应对操作技能。

塘沽街开展119消防宣传月活动

提高青少年
消防安全操作技能

构建区域性组织网络

建设和谐社区，关键在党，核心在党

组织。大港街从加强社区党建和构建和

谐社区工作需要出发，构建了纵横延伸、

条块结合、立体交叉、全员覆盖的区域性

组织网络。

创新街道社区党的领导体制，使党的

工作纵向延伸。在探索发展社区党建的

工作中，大港街先后制订出台了一系列有

关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党建方面的措

施。下发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的方案，

完善了“以街道工委为核心、社区党组织

为基础、社区党员为主体、社区群众共同

参与”的新格局，健全完善了党建联系会、

“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

党员目标管理、民主监督、党务公开等各

类制度，健全各类台账卡表册，形成规范

运行的党建工作格局。

完善街道工委、社区党总支、楼栋片

区党小组的立体党建网络。大港街纵向

形成了街工委、社区党总支、片区党支部、

楼院党小组、两新组织党支部、楼栋党小

组、党员责任区为主的设置模式；横向形

成了以街道党建工作联席会、社区党建联

席会、社区党员代表联络小组、党建联络

员为主的设置模式。社区党建工作向辖

区在职党员延伸，形成了“与党同心、与民

连心、工作尽心、服务热心、共筑爱心”“五

心”服务模式。

向群众提供各种便民服务

大港街各个社区党支部把群众的利

益装在心上，长期开展“送温暖”活动。社

区党支部和党员自愿者服务队为困难居

民提供一系列无偿服务。

刘阿姨是大港街社区“十大员”俱乐

部成员，是大港世纪广场的义务督导员、

管理员、治安员，和她一样在广场上义务

奉献的热心人有20多个。“每到周五，世

纪广场人最多，我们晚上6点半到8点半

上岗维持秩序。”刘阿姨告诉记者。

大港街还建立流动党员“协管”机制、

在职党员“双管”机制，使得社区党员队伍

的管理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同时一大批

以党员为主的社区志愿者队伍通过设立

服务窗口、开通求助热线、发放服务卡、开

展奉献日活动等有效形式，向社区广大群

众提供各种便民服务，进一步增进了党群

干群关系。

丰富党建内容

大港街不断丰富党建工作内容，拓宽

党建工作领域，创新党建工作载体。通过

开展代表委员与居民结对子,每月利用半

天时间,与居民面对面交流沟通,倾听民

意、化解矛盾,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通

过结对共建活动,代表委员为社区办实

事、解难题,认真履职,切实维护群众根本

权益,赢得了群众的称赞。

大港街还开展了“十大员”进网格活

动,每个网格配齐管理员和志愿者队伍，

为网格内居民提供“精细化”贴身服务。

每天，网格管理员要带领自己的队伍在每

天的不同时段，对所属片区开展巡查，或

走访居民，或重点排查，或巡视片区，消除

隐患。“十大员”进网格活动通过走家串

户,一边收集社情民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一边主动协调邻里关系,及时化解矛盾纠

纷，促进了平安社区建设。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11月27日上

午，四化里社区党总支组织召开学习贯

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

行）》（以下简称《条例》）专题会议。

会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条例》当

成重要任务来抓，要结合党建工作，在第

一时间通过支委会、党员大会、主题党日

活动等方式，切实抓好《条例》的宣传解

读和学习培训。要加大党员学习的宣传

力度，注重实效，为不同类别、不同需求

的党员群众提供不一样的学习体验，采

取多种方式，让学习真正务实管用。要

让各支部成为教育党员的主阵地。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

断提高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密切

联系群众。由党支部牵头，积极整合社

区“两委”班子、支部书记、在职党员及社

区党员等多重组织力量，加大宣传力度。

四化里社区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近日，四化里居委会组织辖

区内墨茶幼儿园的师生和社区

工作的环卫队工人，共同开展

“社区共建 助力创文 感恩与爱

同行”主题活动。

活动现场，孩子们把自己亲

手做的感恩手抄报送到环卫工

人的手中，感谢环卫工人为美化

城市做出的贡献。同时，共建单

位墨茶幼儿园还精心为环卫工

人准备了毛巾、口罩、手套等慰

问品。环卫工人们表示，今后一

定会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工作，

更好的服务社会。

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大港街执法

大队对育秀街、育才路的违法广告及旧楼顶牌

匾、单体字进行了拆除。

据了解，大港育秀街、育才路的楼顶广告、

单体字、牌匾等部分安装过高而且不牢，大风

或暴雨天气时，存在掉落伤人的安全隐患，同

时也存在老旧、破损、违章搭建等问题，严重影

响市容形象。自11月起，大港街综合执法大

队所属辖区中队，对辖区牌匾逐个排查，对重

点、难点、大型牌匾查明所属商户手续是否合

法、有效。截至本月底，执法大队辖区中队共

拆除大型灯箱牌匾一处，楼顶牌匾单体字五

处，有效减少了楼顶广告牌匾安全风险。

大港街执法大队拆除违法广告

消除楼顶广告牌匾安全隐患

新城家园社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 努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EPEC和谐家园计划”打造文明社区

大港街围绕社区建设管理服务 不断完善社区党建体制 强化服务功能

社区党组织成百姓贴心“依靠”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学习楷模服务居民

“EPEC和谐家园计划”中的“E”就是

英文单词“Example”楷模、榜样的简写。

“新时期我们要以楷模、道德模范为榜样，

学习他们的实干、苦干、能干精神，为建设

和谐、美丽、宜居、文明新社区做出新的贡

献。”新城家园社区利用社区党总支书记

何丽是时代楷模张黎明宣讲团成员这一

契机，以社区党委与楷模所在党支部共

建、邀请楷模到社区讲课、工作人员到楷

模创新工作室参观学习等方式，学习领会

楷模精神，提高社区工作人员整体素质，

把楷模精神贯彻落实到社区工作中，全心

全意服务好居民。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P”是“Party member”党员的简写。

新城家园社区发挥社区老党员、在职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对社区的事、居民群众

的事做到“真重视”“真行动”“真坚持”。

目前，社区成立了居民协商议事会，将老

党员、在职党员骨干作为成员纳入议事

会，让他们为社区建设、发展出谋划策。

社区将“在职党员进社区”活动落在实处，

组织党员参与社区创卫、创文等活动。同

时社区还建立了在职党员、社区志愿者微

信群，党员积极亮明身份、做好表率，参与

社区建设。

探索自助养老新模式

为了缓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新

城家园社区引进了专门从事社区养老的

服务机构“宁宁妈社区服务中心”，共同探

索“自助养老”新模式。这也是“EPEC和

谐家园计划”中的重要内容“E”，即“El-

der”老人的简写。

2017年9月，新城家园社区引进在市

民政局正式注册的民非组织“宁宁妈社区

服务中心”，让精神养老进社区。“宁宁妈

社区服务中心”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从身

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和谐、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等方面帮助老年人。目前该组

织定期每周一次在社区进行活动，为社区

老年人服务。社区还组织老年人成立了

老年英语沙龙、新城家园夕阳红乐队、“厉

害了！我的文化苑”声乐队及书画组等多

支文体队伍，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

生活，增强了社区凝聚力。

引导孩子做新时代好少年

“EPEC 和谐家园计划”中最后一部

分内容“C”是“Child”孩子的简写。新城

家园社区积极与塘沽保育院、紫云小学、

紫云中学等学校共驻共建，建立了家长微

信群和QQ群，定期组织孩子们开展各种

文明素养、科学文化、民主法治等方面的

教育，组织开展“大手拉小手”等一系列创

卫、创文活动；开展“我是小小志愿者”等

活动，慰问空巢老人，引导孩子从点滴做

起，从小事做起，做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乐于助人新时代的好少年。新城家园社

区通过加强社区学校共建，开展文明素

养、科学文化、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教育，实

现学校教育资源与社区资源共享。

近年来，大港街社区党建工作紧紧围绕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不断完善社区
党建体制，强化功能，以夯实基础为切入点，大胆探索、勤奋工作，各项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

日前，塘沽街新城家园社区创新工作理念，以楷模引领、党员带头、老人孩子
齐参与的工作理念，推出了“EPEC和谐家园计划”，更好地服务居民，打造和谐、美
丽、宜居、文明新型社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记者 张智

民族团结一家亲民族团结一家亲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祥和家园社区

组织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召开物业联席会。

会上，社区工作人员将近一阶段的创

文工作进行了总结，并要求物业及时整改

不符合要求的点位，社区卫生主任传达了塘

沽街道创文工作卫生相关要求。会议还要

求物业公司紧紧围绕新区“创建文明城区”

的总体目标，进一步推动创文工作的落实，

促进公民文明素质的提高，努力建设健康向

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和持

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为新区精神文明城市

创建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营造良好的社

区环境。

祥和家园社区召开物业联席会

共创美好社区环境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贯彻落

实团市、区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 广泛开展向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同志为代表的抗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

继才同志学习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开展了

“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先进事迹学习

月”活动，组织街道共青团员深入学习先进事

迹，强化青年责任担当。

11月15日，塘沽街团工委开展主题团日

活动，深入学习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为

代表的抗灾抢险英雄群体和王继才同志用

毕生精力守岛卫国 32 年先进事迹。黄群、

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忠实践行者，是

用生命践行入党誓言、用奋斗书写时代篇章

的光辉榜样。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

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爱国奉献

的优秀品格，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动，是共产

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大家一致认

为，要学习他们恪尽职守、担当有为的敬业

精神；学习他们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道德

情操；立足本职岗位，不务虚功、干在实处，

主动担责、全力尽责，以实干诠释使命，以

实干创造实绩。

据了解，11 月期间，塘沽街各基层团组

织按照工作要求，利用“三会两制一课”，开展

主题团日，教育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以先进典型

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觉悟，崇尚英

雄、见贤思齐，争当先进，锐意进取。

塘沽街广泛开展先进事迹学习活动

引导团员青年坚定理想信念

日前，塘沽街紫云园社区组织

开展民族团结文艺汇演活动。演出

现场，紫云园社区文艺志愿者和少

数民族同胞为居民们带来了精彩的

演出。文艺汇演活动既丰富了广

大群众的精神文明生活，又使居民

对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有了更进一步

的了解。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新区大港

医院康复科来到双安里居委会进行巡诊志

愿服务。

义诊活动中，志愿者们兵分两路，一部分

志愿者为前来看病的二十多位居民诊病、治

病，主要内容包括：糖尿病、口腔溃疡、腰腿疼、

高血压、食管反流病等。另一部分志愿者在居

委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走进居民家中，为长期

卧床无法到医院看病的居民诊治。在两户肢

体残疾人家中，康复科治疗师为他们悉心指导

康复锻炼的正确方法，帮助他们提高日常生活

能力。“我们参加过很多义诊活动，但每次义诊

对我们来说都会有很深的触动，我们以后将定

期入户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们表示。

双安里社区联合大港医院开展义诊

免费医疗服务送到居民家

感恩环卫工感恩环卫工
齐心共创齐心共创文文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近日，蒲公英环保

组的志愿者们来到大港六中，开展系列环保课

堂第二期。

本期课程的主题是《厨余垃圾变身环保酵

素》，是第一堂课《垃圾分类基础知识》的延

伸。活动中，志愿者耐心细致地为学生们讲解

PPT，分析环保酵素的原理和制作过程，同时

和学生们不断地进行互动。随后，志愿者安排

学生们用学校准备塑料瓶、红糖和果皮，及志

愿者准备的29个纸漏斗和筷子，现场制作环

保酵素。活动结束后，学生们纷纷表示，回家

后将分享给家人们。

环保志愿者走进大港六中

让厨余垃圾变身环保酵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