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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举行

“学雷锋·志愿服务百日行动”誓师大会。

会上，首先向夕阳红合唱团、塘沽街评剧

团、环球元素音乐公益宣传队和10个社区

授予志愿服务队队旗。塘沽街志愿者协会

将与这13支队伍上下联动，集中与分散相

结合，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为发挥地域枢纽型社会组织作用，塘

沽街志愿者协会还联合滨海黎明共产党员

服务队、民革塘沽委员会、滨海网络公益志

愿者团队、滨海广播电视台团总支等23个单

位组成公益合作队伍，发挥各自所长，服务

社区、奉献社会，让志愿者之歌唱响滨海。

此外，为表彰先进、传递爱心，弘扬滨海

志愿精神，塘沽街向2018年贡献突出的品尚

明珠家居等30个单位、许坤等26名个人授予

“爱心奉献奖”荣誉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塘沽街举行志愿服务

百日行动誓师大会

大港街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契

机，坚持“四个立足”，不断加强社区服务

型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在社区建

设和服务居民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确保

社区服务功能最大化，促进社区组织健

康发展，形成基层党建共抓、先进文化共

育、美好家园共建的良好格局。

党员活跃在社区
居民齐点赞

“我觉得以前居民与社区居委会比

较疏远，尤其是上班族，很少去居委会，

甚至有的人都不知道居委会在哪儿。现

在不一样了。”大港街居民刘女士告诉记

者，自创文工作开展以来，社区基层党员

志愿者活跃在社区，宣传创文知识，倾听

群众心声，事事冲在最前，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大港街道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街道积极发挥社区党

组织核心作用，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

力、吸引力和号召力。街道通过创新党建

管理服务模式，着力建设好社区活动阵

地；通过开展社区联席会议相互协商、监

督，保证社区活动顺利开展；针对党员队

伍结构变化的新形势，结合党员的实际情

况和不同需求，实行分类管理，分类组建

党小组，把社区党员队伍化整为零，充分

发挥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作用。

明确“四个立足”
做好“服务员”

那么党员在社区如何发挥作用？上

述负责人表示，大港街明确“四个立足”，

即立足社区环境治理，协调物业企业提

升服务水准，在提升人防技防能力中求

“安”，“安居”才能“乐业”；立足社区服

务，化解矛盾纠纷，在关爱弱势群体、关

注社情民意中求“实”，“务实”才能“凝

心”；立足社区活动，营造邻里守望的和

谐氛围，在惠及大众、传递文明的生活方

式中求“和”，“家和”才能“事兴”；立足社

区共建，在推动构建大党建格局中求

“融”，“融合”才能“聚力”。

“我们既是社区老党员，又是居民的

‘服务员’。”开元里社区一位老党员告诉

记者，社区有便民服务一条街，经常搞便

民服务活动，为居民义诊、义务理发、磨

剪子磨菜刀。

目前，大港街在辖区各社区均组建

了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志愿者进社区

开展多种形式的志愿服务。上述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大港街将继续引导广大

基层党员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当好居民

的“服务员”，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旗帜

作用，在加强社会基层治理、创建安全和

谐幸福社区中打“头阵”、搞“攻坚”。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滨海新区

大港区域首家商会——大港街商会成立，

为辖区商户搭建崭新的发展平台，以便加

强团结协作，在发展中实现双赢。

据悉，近年来，大港街非公经济发展

较快，中小微企业和工商企业规模不断扩

大，目前有注册企业3742家、个体工商户

7661户。

大港街相关负责人表示，大港街商会

的成立，既是推进工商联基层组织建设的

现实举措，也是适应当前经济发展、为非

公企业和非公经济人士搭建联谊交友、抱

团发展有效载体的重要举措，将促进街道

更好更快地发展。通过商会这个平台，整

合会员资源，促进共同发展，帮助会员排

忧解难，加强参与，共同促进区域经济文

化交流，充分践行“以商会友、以友促商、

互动互利、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合作理

念，将商会打造成上连政府、下连企业的桥

梁和纽带。

大港街成立商会

为商户搭建全新平台

引导更多爱心机构和人士参与社区服务及文化建设

馨苑社区“微益联盟”公益项目启动

大港街坚持“四个立足”加强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党员“动起来”做好居民“服务员”
!

时报记者 张爱萌 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馨

苑社区“微益（WE）联盟”公益服务项目

正式启动。作为滨海新区第四届社会组

织公益创投项目，该项目将引导更多的爱

心机构、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加入到社区

服务及文化建设中，践行公益，为社区建

设凝聚力量，为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添砖加瓦。

整合社会资源 服务社区居民
馨苑社区“微益（WE）联盟”公益服

务项目由十家公益企业发起，滨海新区跨

境电子商务协会负责实施。馨苑社区党

委书记李菁菁介绍说，项目将借助社会组

织专业的服务能力、优质的服务资源及强

大的团队力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

社区服务，发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居民加

入到社区公益活动中，倡导“人人关注公

益，人人参与公益，从身边微小事做起”。

“项目核心是打造‘微益（WE）联盟’

品牌系列公益文化项目和社区服务平

台。我们将与社区居委会密切配合，紧紧

依靠社区群众，举办参与广泛、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在活动中培养社区

组织、发现人才，为社区长远建设奠定基

础。”滨海新区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项目将通过走访和调研，根据

实际情况针对行业协会、公益组织、社区

组织等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培训方

法和组织方法，全力打造“微益（WE）联

盟”系列公益、文化品牌活动，同时推动优

秀会员企业进行对口扶持。

该负责人介绍说，协会将利用自身在

行业内的影响和技术优势开展社区文化

建设，利用互联网技术和智慧社区建设，

整合社会组织周边资源，更好服务居民，进

一步带动区域内的社会组织创新与创业，

升级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新型社会组织。

开展十项微公益行动
据了解，“微益（WE）联盟”公益服

务项目将开展公益银行、小善大温暖、

雷锋团队组建、温暖空巢行动、八月十

五烘培大赛、平安社区活动等十项“微

公益”行动，并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创

建“我们的舞台”特色文化品牌，开展智

慧生活系列培训、健康生活系列培训、

生活情趣系列培训以及居委会管理技

巧培训等。

李菁菁告诉记者，今后，馨苑社区将

紧紧依靠社区群众，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

活动，用公益的力量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提升为民服务能力。

!

项目由十家公益企业发起，滨海新
区跨境电子商务协会负责实施。借助社会
组织专业的服务能力、优质的服务资源及
强大的团队力量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
社区服务，发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居民加
入到社区公益活动中，倡导“人人关注公
益，人人参与公益，从身边微小事做起”

!

项目核心是打造“微益
（WE）联盟”品牌系列公益文化
项目和社区服务平台，举办参与
广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
活动，在活动中培养社区组织、
发现人才，为社区长远建设奠定
基础

!

项目将开展公益银行、小善大温
暖、雷锋团队组建、温暖空巢行动、八月十
五烘培大赛、平安社区活动等十项“微公
益”行动，并以“我们的节日”为契机创建
“我们的舞台”特色文化品牌，开展智慧生
活系列培训、健康生活系列培训、生活情
趣系列培训以及居委会管理技巧培训等

巧手插花
装点生活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金海花

园社区举办巾帼趣味运动会，吸引了社区女性

居民的积极参与。

活动中，无论是参加比赛的队员，还是观

赛的群众，个个都热情高涨，助威声、加油声、

欢笑声此起彼伏。活动共设置了“擀饺子皮”

“废物收纳”“投沙包”“筷子夹乒乓球”等项目，

每个项目都精彩纷呈、妙趣横生，既缓解了女

性居民的工作生活压力，又激发了她们的快乐

与自信，充分展示了社区妇女群体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金海花园社区

趣味运动会展示巾帼风采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华云园

社区联合新滨海义工协会开展“义诊义剪暖民

心”活动，面向广大辖区居民开展义诊、义剪等

志愿服务活动。

现场，理发师志愿者根据居民的要求，为

其设计合适的发型；医务志愿者则为居民提供

量血压、问诊服务，耐心解答居民的问题。居

民对志愿者的贴心服务十分满意。社区负责

人表示，今后，社区将积极开展类似活动，从居

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提供更多贴心的志愿服

务，让爱在社区传递，为创文出一份力。

华云园社区

义诊义剪志愿服务暖民心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新城家

园社区邀请瀚洋律师事务所的曹民利律师为

居民开展《民法总则》专题法律知识讲座。

《民法总则》与社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曹民利律师围

绕《民法总则》修订的亮点以及民事行为能力的

年龄界定、未成年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监护权确认、撤销权行使等问题，紧密联系实际

案例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讲解。此

次讲座的举办，进一步提高了辖区居民的法律

素养，增强了居民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在社

区营造了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新城家园社区

法律专题讲座传播民法精神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大港街四化

里社区发动社区志愿者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爱心理发师一同

来到社区孤寡老人的家中，为他们义务理发。

理完发后，老人们都很高兴，对志愿者的服务表

示十分满意，感谢社区的关心。此次志愿服务

活动让老人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进

一步弘扬了“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

神，受到了老人们的一致好评。

四化里社区

志愿者上门为老人理发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日前，大港街重阳

里社区组织社区党员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们干劲十足，不嫌脏、

不怕累，大家分组行动，有的捡拾垃圾，有的摆

放自行车，有的清理小广告，并对乱扔垃圾等

不文明行为进行了劝阻。

“咱们党员要起到带头作用，通过实际行

动为美化社区出一份力，同时也发挥表率作

用，引导带动更多居民积极行动起来，为社区

建设贡献力量。”参加活动的党员表示。

重阳里社区负责人表示，此次志愿服务活

动不仅营造了整洁、有序、优美的社区环境，同

时继承和发扬了雷锋精神，党员们用自己的点

滴行动，为创文工作献了一份力，为社区建设

添了一片瓦。

重阳里社区

党员志愿服务 美化社区环境

日前，塘沽街雅苑社区

组织女性居民开展创意插

花活动。花艺老师现场为

居民讲解插花的技巧、鲜花

保养和摆放等知识。在老

师的指导下，大家用自己灵

巧的双手，将原本普普通通

的花和叶做成了独具匠心又

饱含深意的插花作品。有居

民表示，这次活动中自己学

到了很多东西，学习插花，不

仅能带来美的享受，同时各

种插花作品所展示的丰富

内涵能陶冶人们的情操，起

到修身养性的作用。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张爱萌）记者日前从大港街

综合执法大队获悉，该大队将辖区重点区域划

分为35个点位，将点位具体落实到责任人，实行

全员、全覆盖、全时段占领式管理的“三全”措施。

据大港街综合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辖区市容管理存在难度大、反复性强、点位密

集的特点，为此，大队将重点区域划分为35个

点位，然后将这些点位按责任区划分，全部分

解到每名队员头上，做到人人有压力、个个担

责任。按任务量实行定岗、定员、定时、定责，

集中优势“兵力”，实现全员、全覆盖、全时段的

占领式管理。自实行“三全”措施以来，占道经

营、市场外溢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市容环境

秩序得到极大改善。

大港街

“三全”措施改善市容环境秩序

推广垃圾分类
志愿者在行动

"

通过创新党建管理服务模式，
着力建设好社区活动阵地；通过开展
社区联席会议相互协商、监督，保证社
区活动顺利开展；针对党员队伍结构
变化的新形势，结合党员的实际情况
和不同需求，实行分类管理，分类组建
党小组，把社区党员队伍化整为零，充
分发挥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作用

"

明确“四个立足”，即立足社区
环境治理，协调物业企业提升服务水
准，在提升人防技防能力中求“安”，
“安居”才能“乐业”；立足社区服务，化
解矛盾纠纷，在关爱弱势群体、关注社
情民意中求“实”，“务实”才能“凝心”；
立足社区活动，营造邻里守望的和谐
氛围，在惠及大众、传递文明的生活方
式中求“和”，“家和”才能“事兴”；立足
社区共建，在推动构建大党建格局中
求“融”，“融合”才能“聚力”

创文进行时

日前，大港街阳春里社区联合共建

单位大港中医医院、大港湿地管理中

心、华夏银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

中，志愿者为到场居民进行了义诊，同时

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号召居民积极参与

生活垃圾分类，推动生活垃圾的源头减

量、资源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共建美丽

家园。文/记者 张爱萌 图/记者 贾成龙

医生志愿者为到场居民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