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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志愿服务更高效、更规范

新河街试点志愿服务专岗制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新北街扎实做好各项安全生产监管

打好“组合拳”筑牢安全网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明礼修身 雅言雅行

新北街妇联
开展社交礼仪讲座

“三八”节游园
愉悦“她”身心

日前，新北街融盛社区妇联组织辖

区妇女到河滨公园参加主题为“九州春

意浓 美丽新时代”的游园活动，在愉悦

身心中喜迎“三八”妇女节的到来。活动

中，大家踏着春的节奏，徒步在园林中，一

路欢歌笑语，感受着春天的气息，暂时放

下生活中的压力，尽情放飞心情，以更加

积极健康的心态投入到未来的工作生活

中去。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新河街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反对家庭暴力
增强维权意识

近日开展的新区第八次万人环境大

清整行动中，广大志愿者走出家门、走进

小区，以实际行动扮靓家园。在新河街威

海路社区，与以往七次万人环境大清整行

动不同的是，这次行动前不用组织、行动

中不用分工，志愿者之间默契配合，现场

分工明确，清整行动极为高效。威海路社

区是新河街志愿服务专岗制试点社区，从

今年开始，新河街在该社区逐步建立和推

行志愿服务专岗制，在志愿活动中由专人

负责专门岗位，提高志愿服务效率的同

时，也加强了志愿者的责任心。

志愿者在社区“领工作”
新区第八次万人环境大清整行动是

春节之后的首次环境大清整行动，大家的

志愿服务热情很高，早早就来到社区集合

地点等待“开工”。

威海路社区居委会主任方秀娥告诉

记者，今年春节之后，社区就开始着手落

实志愿服务专岗制，“我们社区共有志愿

服务人员146人，这次把他们分成了52个

小队，把社区内的工作归纳为擦拭橱窗、

堆物清理、摆放共享单车、擦拭健身器材、

清理垃圾这五大类。”

人员统计完成和服务岗位确定后，社

区根据志愿者所在小区进行岗位分配，以

就近、年龄等综合因素为原则进行首轮岗位

分配，通过社区志愿者微信群和党员微信群

等将岗位分配情况通知给每位志愿者。

专人专岗更高效
王式明大爷家住金海湾小区，是老党

员，也是志愿服务的积极参与者。这次社

区推出专岗负责制，他被分配了堆物清理

的工作，就负责自己所住楼栋一层到五层

的堆物清理。王大爷十分负责，除了万人

环境大清整活动日外，平时出来散步，都

会在楼道里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新的堆

物。“以前去社区开展清整活动，要不就不

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要不就是一大帮人

扎在一起干，浪费时间还不够高效。现在

好了，社区让我专门负责自己所在楼栋的

堆物清理，溜达着我就把工作做了。”王大

爷说。除了王大爷，很多志愿者也被分配

了相应的工作，大家每次清整只需要将自

己所被分配的工作做好，专人负责专岗，

专岗负责到底。

“定期在社区里开展类似的清整活动

真的很好，我们都是带着孩子来参加，既

可以把我们居住的小区打扫干净，同时也

带动更多居民保护我们所居住的小区环

境，一举两得。志愿服务专岗制让志愿活

动见到时效、行动更高效。”威海路社区一

位志愿者对记者说。

志愿服务也要有的放矢
新河街道工委书记刁望金向记者介

绍，威海路社区推行志愿服务专岗制，是

辖区志愿者服务管理的一次尝试。此前

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发现一些小问题，比如

分工配合不明，专业度不够，志愿服务不

够高效等。这次将志愿者服务的岗位确

定下来之后，大家都会有目的地去完成自

己的工作，各负其责，这样志愿服务也能

够有的放矢。

据了解，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开展

以来，新河街以“绣花”精神在辖区内开展

创文各项工作，特别是志愿服务工作开展

得如火如荼。在新河街的各个社区，志愿

服务实现了常态化开展，活跃在社区里的

志愿者发挥榜样带动作用，引导更多居民

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区活动中来，从我

做起，引导文明新风尚。

!

威海路社区是新河街志愿服务专岗制试点社区，在志愿活动中由专人
负责专门岗位，提高志愿服务效率的同时，也加强了志愿者的责任心
!

人员统计完成和服务岗位确定后，社区根据志愿者所在小区进行岗位
分配，以就近、年龄等综合因素为原则进行首轮岗位分配
!

此前的志愿服务过程中发现分工配合不明，专业度不够，志愿服务不够
高效等问题，将志愿者服务的岗位确定下来之后，大家都会有目的地去完
成自己的工作，各负其责，志愿服务也能够有的放矢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珠江里

社区特举办“蕙质兰心巧手插花”活动，丰富女

性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关系。

社区邀请专业插花老师进行现场指导，为

大家讲解了插花的种类和插花过程中需注意

的问题，并现场展示了几种经典的插花造型。

随后，现场居民领取了插花所需的各项材料

后，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将原本普普通通的花

草，做成了一幅幅独具匠心又饱含深意的插花

作品。

珠江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说，此次活动通

过学习插花来装饰环境、点缀生活，增进了女

性同胞的幸福感，促进了社区和谐、家庭和

谐。现场居民也纷纷表示，通过此次活动不仅

学到了插花手艺，也让自己对生活之美有了更

进一步的认识。

时报讯（记者 马兰）今年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颁布实施的第4个年头。

日前，新河街开展反家庭暴力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新河街道妇联工作人员为居

民详细宣讲反家暴法条款，介绍反家暴法

的几大亮点。“家庭暴力不单指夫妻之间还

包括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与年迈

父母之间，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

家庭的共同责任。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互相

帮助，互相关爱，和睦相处，履行家庭义

务。”新河街妇联负责人告诉记者，除了现

场讲解和咨询，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

宣传材料，进一步提升了反家暴法的知晓

率，增强了广大居民的法律维权意识。

珠江里社区

巧手学插花 增进邻里情

!

将“双安双创”宣传送进社区，送到居民中间，增加社区群众知晓率，使辖
区居民和小学生了解更多的食品、保健食品常识，提高了辨识和防骗能力

!

多部门联合对塘沽一职专周边食品流动摊贩及违规销售食品棚亭开展
联合检查，对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查处治理，督导整改

时报讯（记者 马兰）新北街高度重视

两会期间安全工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全面落实监管责任，全力打好“组合拳”，

扎实做好各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认真落

实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强化

宣传，提高安全意识，进一步提高居民的

安全意识。

“双安双创”宣传活动进社区
食品安全一直以来都和百姓生活有

关，舌尖上的安全无小事。近日，新北街食

品安全办公室将“双安双创”宣传送进社

区，送到居民中间，增加社区群众知晓率。

在晴景家园小区门口，新北街食安办

与居委会工作人员设立食品药品安全咨

询台，现场为社区群众发放食品、保健品

宣传手册、宣传折页等食品安全宣传资

料，讲解食品、保健品安全知识，科普食

品、保健品安全法律法规，提高居民食品

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和防骗维权意识。活

动现场，有近20名小学生志愿者参加宣

传活动，食安办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小学生们讲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告诫他

们不买“三无”食品和五毛零食，从小养成

健康饮食习惯。通过此次“双安双创”进

社区活动，使辖区居民和小学生了解更多

的食品、保健食品常识，提高了辨识和防

骗能力，对增加“双安双创”知晓率和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区奠定良好基础。

保障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为进一步推动做好校园周边食品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保障校园师生及周

边居民的饮食健康安全。新北街道多措

并举，确保校园周边食品安全。

新北街食安办与相关社区沟通，深入

了解校园周边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梳理

问题清单，明确工作任务和整改方法。为

保证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治理成果，由街食

安办牵头，组织召开高新区市场局海洋工

作组、街食安办、街综合执法大队、辖区学

校代表、立达成物业公司有关人员参会的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工作暨限时限地摊点

管理工作推动会，研究推动做好专项治理

工作的长效措施，共同组织做好限时限地

和流动摊点的协同治理工作，共筑食品安

全屏障。新北街食安办、综合执法大队、高

新区市场局海洋工作组、塘沽一职专、第三

方管理单位联合对塘沽一职专周边食品流

动摊贩及违规销售食品棚亭开展联合检

查，对存在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查处治

理，督导整改，形成严查重治的高压态势，

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效，为保障两会期间

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

集中排查安全隐患
近期，新北街对辖区各行业、各领域

内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检查，发现安

全隐患4处，其中滨海新区塘沽金海望海

鲜楼未如实记录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情况，宝山道菜市场南侧大门、西侧

大门未安装应急出口警示标识，市场内沸

腾鱼香商铺违规使用四个液化气钢瓶的

安全隐患。在街道相关部门排查隐患后，

对存在问题隐患的有关单位进行了挂牌

督办和批评教育，要求存在安全隐患的两

家单位，要按照责任、措施、资金、时限要

求按期整改。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妇

联开展了“明礼修身·雅言雅行”社交礼仪

专题讲座，引导辖区妇女自内而外地塑造

魅力，以更好的心态积极工作、享受生活。

整场讲座采取讲解与现场演示相结

合的方式，新北街街妇联邀请吉大的孙

云瑞老师进行授课。孙老师从女性的日

常生活、工作场合、待人处事等方面切

入，用通俗流畅的语言详细讲述了行为

礼仪。同时，她还亲身教导各位学员如

何握手、递名片，与在场的学员一起互

动，现场气氛活跃。新北街妇联负责人

表示，礼仪讲座在塑造理想的个人形象、

有效展现个人教养、风度与魅力方面给

了姐妹们一把金钥匙，对姐妹们个人在

事业上的进步与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

用，让大家受益匪浅。

新北街

亲子教育讲座 提升育儿水平

日前，新河街新建里社区举办

女性健康知识讲座，为广大女性朋

友送上一份节日礼物。

讲座中，社区医生为大家就宫

颈癌的预防以及高龄女性生育二

胎的问题进行了讲解，并为大家介

绍了常见女性疾病的预防和保健

知识，倡导妇女积极关注自身健

康，树立健康意识，同时要正确调

适情绪，合理释放工作、生活压

力。此外，医生还为女性朋友们查

体，建议定期体检，增强防病意识，

对常见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庆“三八”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高辛里

社区开展以“生命如花，在法律的赋权与监督

之下，秉承人道初心”为主题的器官捐献宣传

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向居民发

放器官捐献宣传手册，认真解答居民提出的问

题，讲解器官捐献相关知识。

高辛里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此次

宣传活动，使广大居民进一步了解器官捐

献，消除他们的误解和偏见，引导更多的爱

心人士志愿加入到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公

益活动中来。

高辛里社区

器官捐献宣传进社区

时报讯（记者 马兰）昨日，新河街四季风

情社区开展“全民动员 创建‘无毒社区’”主题

宣传活动，向社区居民宣传禁毒、防毒知识。

活动中，社区在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禁毒

宣传公益广告，向居民发放宣传材料普及禁毒

知识内容。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将“全民动员、创建

‘无毒社区’”的主题深入到居民心中，号召大

家共同行动抵制毒品、杜绝毒品，全民齐行动

创建无毒社区。

四季风情社区

宣传禁毒知识 创建无毒社区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推进家庭教育，提

升家长育儿水平，日前，新北街联合滨海新区

妇联举办“做智慧家长·建幸福家庭”亲子教

育讲座。

讲座邀请亲子教育专家吴安鸣，围绕亲

子沟通误区、家长角色、家长行为示范等进行

授课。吴老师详细讲解了家长与孩子沟通的

重要性以及有效沟通和引导孩子分享自己想

法的具体方法，解答了他们在亲子教育中的

疑惑。授课内容引起家长强烈共鸣。

此次亲子教育讲座使家长加深了对家庭

教育的理解，掌握了更多亲子沟通技巧，有助

于促进亲子间良性沟通，助力建设幸福和谐

家庭。

欧美小镇社区

律师进社区为女性讲法

时报讯（记者 刘纯）日前，新北街欧美小

镇社区举办法律知识讲座，社区邀请敬科律师

事务所律师潘津向女性居民讲解生活中常见

的法律问题。

潘津律师以“角色转换视角下妇女面临的

主要法律问题”为主题，从多个角度讲述了女

人作为母亲、妻子、子女等角色面临的法律问

题，内容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婚姻、未成年人

保护等方面。讲座中，潘津律师与居民互动交

流，答疑解惑，让居民印象深刻。

此次讲座增强了女性居民法律意识，帮助

她们正确运用法律知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时报讯（记者 刘纯）为提升社区居民对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知识知晓率，

日前，新北街融盛社区开展“助力滨海新区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宣传材

料，并通过LED屏、户外宣传栏等平台宣传示

范区创建工作，进一步提升居民知晓率。

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对于创建

工作的知晓率，引导居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积

极参与到创建工作中来，为创建工作营造良好

氛围。

融盛社区

主题宣传推进文化示范区创建

送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