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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支社区志愿服务队被授予
“优秀志愿团队”
称号

社区志愿力量成塘沽街创文“生力军”
■ 时报记者 张智 报道

日前，
塘沽街联合新滨海义工协会举
办“不忘初心，
文明同行”
公益晚会，
其间，
辖区 9 支社区志愿服务队被授予“优秀志
愿团队”称号。这些志愿服务队都是由
“公益塘沽街”项目孵化而来，8 个多月
来，
他们从无到有，
从弱变强，
成为塘沽街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中的“生力军”。

调动社会力量 培育志愿力量
塘沽街道社区建设办以志愿服务为
切入点，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开展志愿
服务项目，
培育志愿服务队伍。该街联合
新滨海义工协会，
在各个社区深入调研社
区志愿服务情况，
协助社区策划志愿服务
项目，并提供督导陪伴服务，为项目推进
提供智力支持。
截至目前，塘沽街 9 个社区分别孵
化出了各自的志愿服务队。分别是：馨
苑社区的“爱馨志愿服务队”、华云园社
区的“圆梦志愿服务队”、金海花园社区

塘沽街全面“体检”
辖区基层团支部
时报讯（记者 张智）记者日前从塘
沽街团工委了解到，为严格落实团区委
《关于加强全区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
工作的实施方案》，
塘沽街团工委集中开
展基层团支部规范整顿，将持续至 11
月。目前第一轮整顿取得预期效果。
在首轮整顿中，塘沽街团工委组织
基层团支部集体学习《团支部整顿参考
标准》
《基层团组织“五个好标准”
》，
逐条
剖析，为各支部分别做了短板梳理。随
后对照整顿标准，结合团干部应知应会
团务知识、日常工作能力等方面，
对所辖
团支部逐项全面“体检”。
9 月，塘沽街团工委将督促指导“重
点整顿团支部”
找准问题原因，
制定整改
措施，
月底前整改到位。

9 支志愿服务队都是由
“公益塘沽街”
项目孵化而来，
分别是：
馨苑社区的
“爱
馨志愿服务队”
、
华云园社区的
“圆梦志愿服务队”
、
金海花园社区的
“金色海洋志
愿服务队”、富阳里社区的“赋阳志愿服务队”、朝阳楼社区的“向日葵志愿服务
队”
、
新城家园社区的
“新新向荣志愿者服务队”
、
紫云园社区的
“云益行志愿服务
队”
、
雅苑社区的
“春风志愿者服务队”
以及祥和家园社区的
“祥晖志愿服务队”

要 3 年，这支队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达
到这样的效果实属不易。
”
吕志刚表示，
由
于社区志愿服务基础普遍薄弱，
孵化志愿
服务队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
需要一个漫
长的周期。

整合志愿资源 培育服务品牌
的“金色海洋志愿服务队”、富阳里社区
的“赋阳志愿服务队”、朝阳楼社区的“向
日葵志愿服务队”、新城家园社区的“新
新向荣志愿者服务队”、紫云园社区的
“云益行志愿服务队”、雅苑社区的“春风
志愿者服务队”以及祥和家园社区的“祥
晖志愿服务队”。

为服务队增能 为社区减负
据了解，
“公益塘沽街”
项目的最终目
标是通过为社区志愿服务队增能，
使他们
能够独立开展活动，在居民自治、社区治
理中发挥作用，
减轻社区负担。

新滨海义工协会项目管理委员会主
任吕志刚介绍说，
项目启动至今八个月的
时间里，新滨海义工协会逐个到社区调
研、与社区工作者和志愿服务队骨干成员
不断沟通，并定期开展培训。目前，各个
社区的志愿服务队已经基本成型，
有些已
经可以独立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赢得了社
区居民的信赖。雅苑社区就非常有代表
性。该社区从最初没有志愿服务队，
到如
今“春风志愿者服务队”每个月定期开展
一次助老志愿服务，走出了一条从无到
有、由弱变强的示范道路。
“孵化一支志愿服务队的周期大概需

“我们将持续开展‘公益塘沽街’项
目，
以此带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公益人才、
志愿者骨干加入到塘沽街志愿服务中
来。
”
塘沽街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该街
将以这 9 支队伍为依托，不断整合社区志
愿者资源，
大力拓展流动志愿者和共享志
愿者的资源，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项目品牌化、服务精品化、吸引
更多的社区居民一起参与志愿服务，
调动
更多的社会资源共同参与，
有效增强社区
居民对社区公益事业和志愿服务的归属
感、获得感，
探索社区服务新模式，
为辖区
创文工作“增色”。

流动图书车
开进雅苑社区

◎ 建立社区联席会议制度，进一步拓宽听民声、解民忧的渠道，积极协
调物业公司、
业主委员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
◎ 积极探索党的基层组织向居民楼院延伸，在全街道各个社区建立楼
院网格，
实现社会管理精细化
◎ 以四个“立足”为抓手，打造美丽宜居社区，即立足社区环境治理，协
调物业企业提升服务水准；立足社区服务，化解矛盾纠纷；立足社区活动，营
造邻里守望和谐氛围；
立足社区共建，
在推动大党建格局中求“融”
化。组建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
开展多种
形式的志愿服务活动，
拓宽社区服务内容。

抓好四个
“立足”回应群众需求
该街结合辖区党建实际，
实行分类管
理。分类组建党小组，
把社区党员队伍化
整为零，
全面细化量化党建工作任务和组
织生活内容，
寓教育管理于服务之中。积

极探索党的基层组织向居民楼院延伸，
在
全街道各个社区建立楼院网格，
实现社会
管理精细化。以全面提高社区服务管理
水平为目标，
打造互帮互助美丽家园。
在此基础上，
该街以四个“立足”
为抓
手，打造美丽宜居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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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里守望和谐氛围，
在传递文明的生活方
式中求“和”，
“家和”才能“事兴”；立足社
区共建，
在推动大党建格局中求“融”，
“融
合”
才能“聚力”。
据了解，为积极回应群众需求，提升
服务承载力，
该街统筹推进社区养老服务
建设，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
健康指导、文化娱乐、心理慰藉等服务。
不断完善网格中心智慧模块功能，
加快推
动“多网”融合。抓重点、补短板，以创建
和谐社区为目的，
坚持以“服务群众、扩大
民主、居民自治”
的理念推动社区建设，
通
过美化环境、完善社区基础设施等，积极
为社区居民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大港街召开专项推动会
安排部署安全稳定工作
◎ 各单位、各部门要紧盯重点
领域和点位，
认真排查梳理安全隐患
◎ 各社区要加大消防安全宣
传力度，发动广大居民群众，形成群
防群治的良好格局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
大港街
召开“保安全、护稳定、迎大庆”
工作推动
会，
安排部署辖区安全稳定工作，
推动全
街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营造良好氛围。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
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不断提
升安全工作水平，
细化安全工作措施，
完
善各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
各单位、各
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和点位，认真排查
梳理安全隐患，精准施策、分类施治，建
立台账，及时整改到位。各社区要加大
消防安全宣传力度，
充分发挥网格员、楼
栋长等力量，
发动广大居民群众，
形成群
防群治的良好格局，共同营造平安和谐
的社会环境。

紫云园社区

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在紫云
园社区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现场开设“公益服务一条街”，
志愿者
为居民提供便民就医、垃圾分类指导、法律咨
询、防诈骗知识宣讲、手机课堂咨询等公益服
务。志愿者们还走进社区开展集中清整活动，
捡拾白色垃圾及绿地内杂物、擦拭体育器材和
广告栏、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及文明养犬、清理
楼道堆物，并向过路行人、小区居民宣传文明
行为，
呼吁大家爱护公共环境。

时报讯（记者 张智）每年 9 月的第二个周
六为“世界急救日”
。日前，
祥和家园社区组织
开展主题为“急救，关注易受损群体”的“世界
急救日”
宣传活动。
活动中，
志愿者为现场居民讲解应急救护
知识，
演示外伤包扎“八字包扎法”
、
“拳式包扎
法”
以及心肺复苏术等。在场人员积极踊跃参
与急救技能演练，
纷纷表示此次急救知识培训
既生动又实用，
让人受益匪浅。
本次活动帮助居民更好掌握了基本急救
知识和急救技能技巧，
有效提高了居民应急自
救互救能力。

■ 时报记者 李婷婷 报道

大港街积极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和
战斗堡垒作用，
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
力、吸引力和号召力。创新党建管理服务
模式，
着力建设好社区活动阵地。建立社
区联席会议制度，
进一步拓宽听民声、
解民
忧的渠道，
积极协调物业公司、
业主委员会
与居民之间的关系，
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实现社区服务功能最大

时报讯（记者 张智）日前，塘沽街举办了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首届塘沽文化艺
术节开幕式。整场演出包含了合唱、舞蹈、相
声、太极球、河北梆子、魔术、民乐演奏等多种
形式，
内容丰富，
广受百姓喜爱。
据了解，
首届塘沽文化艺术节以歌颂党和
祖国、歌颂人民群众幸福生活为主题，为实现
把塘沽街道建设成为宜居宜业高质量发展的
首善之街这一目标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同时
也是塘沽街助力滨海新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重大行动
之一。活动期间将陆续推出“魅力塘沽”
“欢庆
塘沽”
“书香塘沽”
“ 健康塘沽”
“ 悦耳塘沽”
“印
象塘沽”
“文化塘沽”
“激昂塘沽”
八个以“塘沽”
为主题的系列特色文化、民俗活动。

宣传急救知识 提高救护技能

大港街：党建引领 四个“立足”做好为民服务
建立社区联席会议制度

推出八大主题活动

祥和家园社区

日前，滨海新区图书馆流
动图书车开进塘沽街雅苑社
区。
“ 流动图书车”配备了开放
式书架、
阅览桌椅、
图书馆数据
系统互联的电子借阅机器等一
整套自动化管理服务系统，居
民可以现场办证，图书通借通
还。千余册图书涵盖了文学、
少儿读物、社会科学、政治法
律、医疗卫生等多门类。居民
纷纷走上流动图书车，有序翻
阅、查询、借阅各类图书，尽情
享受家门口的文化大餐。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持续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为持续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确保社区
服务功能最大化，
大港街不断加强社区服
务型党组织建设，急居民之所急、忧百姓
之所忧，把温暖和服务送到百姓家中，通
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形成基层
党建共抓、先进文化共育、美好家园共建
的良好氛围。

首届塘沽文化艺术节开幕

兴华里社区

举办秋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兴华
里社区举行秋季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兴华里
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各网格责任人参加培训。
讲座中，
主讲人结合秋季火灾易发的原因
和居民日常生活中的火灾隐患，
重点围绕如何
正确拨打报警电话、初起火灾扑救、火场逃生
基本技能、弱势群体防火常识等方面讲解了家
庭防火知识。
此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辖区内居民的安
全意识，营造了“人人关注安全，时刻注意安
全，
处处关心安全”
的氛围。

春晖里社区

“安全智慧社区”项目顺利落地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
“ 安全智慧
社区”公益创投项目在大港街春晖里社区顺
利落地，小区交通管理无序等问题将得到彻
底解决。
春晖里社区附近有多所学校，在学校上、
放学时段，
接送孩子的家长经常将车辆停放在
小区内，不仅占用了小区居民的车位，还造成
小区出入口和周边道路拥堵等现象，
带来交通
安全隐患。居民对于解决小区交通管理无序
问题的呼声十分强烈。
在街道有关部门的协调下，
“ 安全智慧社
区”项目在春晖里社区顺利落地。该项目采
取“技防+人防”的模式，运用科技手段对出入
人员和车辆进行管控。截至目前，
三组六套智
能道闸、
人脸识别系统已经全部安装完毕，
并移
交春晖里社区居委会管理，
有效解决了小区交
通问题，
消除了小区内和周边道路安全隐患。

四化里社区

小朋友制作月饼迎中秋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大港区域老干部
书画摄影展开幕

9 月 10 日，
“不忘初心七十载，银
发生辉新时代”
大港区域离退休干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书
画摄影展在大港老干部活动中心开
幕。此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摄影作品

62 幅，抒发了广大离退休干部爱党、
爱国、
爱人民的真挚情怀。此次书画
摄影展将持续至 9 月 20 日。
文/记者 李婷婷
图/记者 贾成龙 通讯员 曹建敏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四化
里社区携手墨茶幼儿园举办“庆团圆·我们一
起过中秋”
月饼制作迎中秋活动。
活动中，指导老师首先简单介绍了月饼
的起源、种类和特点，重点介绍了冰皮月饼的
制作方法。在接下来的制作环节，按照老师
教授的方法，小朋友们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做
出了自己的小作品。此次活动帮助小朋友们
了解了传统中秋文化，锻炼了他们的动手能
力，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增进了居民之间
的邻里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