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街镇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责编：邹龙云 宋扬 / 刘晗 校对：陈超 制作：高志翔Community

排查消防通道隐患 整改托幼点隐患 开展安全生产宣传

新河街：坚决预防安全事故发生
■ 各社区组织人员全力开展消防安全通道清整工作，并绘制消防车道路侧

禁停标线及路面警示标志，打通消防通道。
■ 持续开展安全大检查，进一步增强辖区民办幼儿园和托幼点主体责任落

实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切实有效地消除安全隐患。

时报讯（记者 马兰）在新春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滨海新区慈善协会工作人员来到新

河街漓江里和西江里社区，入户走访慰问困

难群众，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带着新春的祝福，区慈善协会与新河街

工作人员来到困难家庭范春英和徐启英家

中，给他们送来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及慰

问金，并与他们拉家常，询问日常生活状况，

向他们宣传党的救助政策，倾听他们的心

声。徐启英老人对区慈善协会和新河街的慰

问表示感谢，并说一直以来社区的热心照顾

给了她家很大的帮助，自己作为退休老党员

今后将为社区的各项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河街送关怀送温暖

入户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记者从新河街获

悉，新河街正式启动寻找2020年度新河街“最

美家庭”活动，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家庭落地生根，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弘扬良

好家风，为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作出贡献。

此次寻找活动将历时4个月，在辖区中寻找

清正廉洁、绿色环保、文明新风、教子有方、建功

立业、家庭和睦的13户“最美家庭”。“当选的‘最

美家庭’应满足家庭成员无违法违纪情况；家庭

成员从未非法参与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家庭

成员从未参与‘黄、赌、毒’；家庭成员从未参与封

建迷信和非法宗教及邪教活动；家庭成员在文

明、诚信等方面无不良记录等10个条件。”新河

街负责人介绍说，新河街妇联将在国际家庭日

期间对符合条件的13户家庭进行表彰。

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新河街寻找“最美家庭”活动启动

时报讯（记者 马兰）春节将至，新河街举办

“讴歌新时代 攀登新高峰”迎新春文艺大联欢，丰富

社区居民业余生活，增进辖区居民之间友谊，展示社

区居民风采，营造欢乐喜庆、积极向上的节日氛围。

联欢会在热闹欢快的舞蹈《好日子》中拉

开序幕。随后，模特表演《过大年》、男声独唱

《人间第一情》、女声独唱《天路》等节目纷纷登

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节目，赢得现场观众的

阵阵掌声。演员们用精彩的演出表达对生活

的无限热爱以及对新年的美好祝愿。最后，联

欢会在大合唱《情深意长》中落下帷幕。

讴歌新时代 攀登新高峰

新河街举办迎新春文艺大联欢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河街退

役军人服务站、高辛里社区居委会、社区

拥军志愿者深入辖区武警部队开展“军民

同乐包饺子，欢乐祥和迎新年”慰问活动。

在辖区武警中队，新河街退役军人服

务站工作人员将54个保温杯送到了官兵

们的手中。随后，高辛里社区的志愿者为

部队官兵们带去了红歌《把一切献给党》

和传统快板书《长征》片段等节目，为活

动掀起了一阵小高潮。在部队餐厅里，

大家 分 工 明 确 ，有 的 和 面 、有 的 擀 皮

儿、有的包馅。一时间，众人忙得不亦

乐乎，其乐融融。大家吃着亲手包的

饺子，让武警中队处处洋溢着家的味

道、家的和睦，更让远离亲人的官兵们

倍感温馨。新河街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后将组织更多的拥军慰问活动，做好拥

军优属工作。

时报讯（记者 马兰）春节将至，新河

街切实增强安全生产红线意识，把安全生

产工作做实做细，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保障

居民过一个文明有序、欢乐祥和的春节。

主动排查消防通道占用等隐患

2020年1月1日下午，重庆市渝北区

加州花园A4幢高层住宅发生火灾，由于

消防“生命通道”被社会车辆占用，延误灭

火救援，大火顺着建筑外墙立面，从2层

一直烧到30层，现场触目惊心。“事故虽

然发生在重庆，但是别人‘生病’，我们也

要‘吃药’。街道立即召开了物业消防安

全约谈暨进一步做好冬春火灾防控工作

会议。”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街道要求各

物业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清整工作，坚决预

防火灾事故发生。

“新河街各社区将组织人员全力开展消

防安全通道清整工作，并绘制消防车道路侧

禁停标线及路面警示标志，在醒目地点放置

消防车通道禁止占用警示牌，打通消防通

道，确保一旦发生火灾事故消防救援车可以

顺利抵达火灾现场。”新河街负责人表示。

新河街安监工作人员还对中建物业、

港通物业、中汇恒通、恒增物业、晓波物

业、南方物业、上上嘉物业、东方鸿铭物

业、昊润物业、港联物业、中正物业开展了

集中约谈，要求其明确自身责任，主动说

明存在的问题及准备的整改措施。

严查幼儿园消防安全

“虽然已经临近春节，但是很多民办

幼儿园和托幼点仍然正常上课。街道针

对这些民办幼儿园和托幼点，开展了节前

安全大检查。”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街道

工作人员联合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对

辖区民办幼儿园、托幼点的“三电”、防

火、安全防范措施、消防器材的配备等情

况进行了检查。

检查组每到一处都细心查验，对于存

在的隐患立即下达《安全生产隐患整改通

知书》，能当场整改的督促其立即整改到

位。同时提醒辖区单位要加大自身检查

力度，全力消除安全生产隐患。新河街负

责人表示，街道将持续开展安全大检查，

进一步增强辖区民办幼儿园和托幼点主

体责任落实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能力，切

实有效地消除安全隐患。

深入宣传推动隐患排查整治

“街道领导干部实现分片包干，全部带队

深入各社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动员各社区一

起行动，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河街负责人介绍说。

在赵家地社区，街道和社区的工作人

员着重对辖区九小场所鸿亮小吃店、京达

明居大药房、京东便利百货超市等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工作。重点针对灭火器配

备、消防安全检查记录卡、安全通道是否畅

通、电器设备用电及其线路敷设等情况进

行检查。同时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普

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在南瑞社区，社区

工作人员来到辖区公共场所，通过发放《致

社会单位消防安全的一封信》、消防安全宣

传台历和讲解消防安全常识等形式，向超

市、餐饮单位、教育机构等公共场所宣传安

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知识，要求落实消防安

全主体责任、强化日常防火巡查检查。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新新家

园社区组织开展了“加强防范意识、远离校园

暴力”活动，加强青少年普法宣传教育，预防

校园欺凌事件发生，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列举了校园欺凌的

几种具体表现，讲解了在遇到校园暴力时应

该如何保护好自己。结合实际例子，教育引

导青少年坚决不做校园暴力的施暴者。

新新家园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此次活

动对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康，提升法治素养，培

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起到了积极促进

作用，也为构建和谐社区打下了良好基础。

新新家园社区

教青少年远离校园暴力

时报讯（记者 马兰）新春佳节将至，新北

街贻正嘉合社区邀请滨海学院老师，组织社

区书法爱好者、社区未成年人以及社区工作

人员，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传统文化进社区，

福字对联迎新春”的书法讲座。

活动中，滨海学院老师声情并茂地讲解

了书法的由来和历史，手把手地教社区未成

年人写福字和对联。社区书法爱好者们也毫

不示弱，挥毫泼墨，一会儿写隶书，一会儿写

篆书。一行行俊逸的书法、一句句祝福的言

语，为新春带来了别样的温暖。

据悉，活动结束后，这些喜庆的对联和福

字将被送给辖区老党员、行动不方便的老人、

失独家庭、残疾家庭等困难群体。

贻正嘉合社区

学写福字送温暖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迎宾园

社区以“欢乐的蒲公英”冬令营活动为载体，

组织开展了主题为“快乐迎新春、弘扬传统文

化”的手工制作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把制作灯笼的材

料发到青少年手中，边示范边详细讲解制作

灯笼的步骤。随后，孩子们动起手来，相互帮

助、相互学习，其乐融融。

迎宾园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手工制

作活动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寒假生活，还让

青少年在实践过程中了解了传统工艺文化小

知识，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迎宾园社区

制作灯笼迎新春

日前，记者从新北街党建引领城市社

会治理推动会上获悉，今年新北街将以晓

镇家园社区为试点单位，大抓基层、大抓

基础，持续深化“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力建设红色网格，

推动党的全面领导一根钢钎插到底。

“建设‘红色网格’是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深化党

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的有力手段，也

是进一步弘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雷锋精神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

愿精神，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助力全国

文明城区创建的重要抓手。”新北街负责

人介绍说，新北街将根据在职党员居住分

布情况，合理划分网格，把功能型党支部

建在网格上。同时，在积极沟通协商的

基础上，拟定党支部职责清单，以便民、

利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易操作、易执

行为原则，使其成为街道和社区工作的

有益补充。

“建设‘红色网格’的同时，我们不仅

要避免甩责任、扔包袱，更要注重实效性、

力戒形式主义，避免使网格党支部沦为

‘空架子’，必须让它运转起来、发挥作用，

真正成为为民服务的‘连心桥’、助推器。”

新北街负责人表示。

新北街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北街将在

晓镇家园社区把46名在职党员划分为4

个党支部，并明确各党支部负责人。“目前

已经初步明确了三项职责，一是对专职

网格员工作形成补充，如运用‘随手拍’

功能发现并通报漏水、火灾等突发事故；

二是将志愿公益服务延伸到平常，如划

分片区进行日常扫保、清理小广告、摆放

自行车等；三是协助社区居委会做好扶

贫助困工作，如利用业余时间慰问、帮扶

独居老人、特困人群、失独家庭等，打破

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壁垒’，消融冷漠

‘坚冰’，推动构建和谐融洽的邻里关系。”

该负责人介绍。

“‘红色网格’不仅是在职党员提升党

性修养的有效载体，也是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的具体体现。”晓镇家园社区“红色网

格”第一网格支部书记席美艳说，将积极

组织“红色网格员”协助社区党组织，参与

社区社会治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

正把网格化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下一步，由社区党总支负责主抓，先

动起来，以‘红色网格’党支部为载体，尝

试发动在职党员，通过交办一些事项，看

效果、听反映，在实践中不断协调沟通、修

正完善，力争创造‘晓镇经验’，形成品牌

效应，为将来在全街乃至全区范围内推广

打下坚实基础。”新北街负责人表示，“红

色网格”还将与区网格中心做好技术对

接，以滨海掌上行App为依托，促进“红色

网格”建设提质增效。

持续深化“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新北街力推“红色网格”建设
■ 时报记者 马兰 报道

时报讯（记者 马兰）日前，新北街首

创国际社区“五爱”教育阵地冬令营开展

了“创·零距离 学·国粹 绘·脸谱”传统文

化教育实践活动，让未成年人近距离体验

“非遗”文化魅力，深切感受中华传统文化

的博大精深。

在活动中，社区青年志愿者不仅教孩子

们手绘脸谱，还讲述了一个个特点鲜明的脸

谱人物故事，带着孩子们深刻了解脸谱主人

公的不凡经历和性格特点，将戏剧艺术与人

物故事有机结合，引导孩子深层次了解京剧

的魅力。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画笔和

颜料亲手绘制属于自己的脸谱面具。

首创国际社区居委会负责人表示，本

次活动让未成年人直观地了解了京剧脸

谱文化，通过手绘脸谱了解历史，将传统

文化传承下去。

首创国际社区

感受京剧魅力
体验“非遗”文化

在鼠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首创国

际社区举办民俗文化进社区主题迎新春

活动。活动中，来自社区的书法、剪纸爱

好者为社区居民奉上了一堂文化大餐。

在书法展台，书法家们挥毫泼墨、笔走龙

蛇；在剪纸展台，剪纸艺人们银剪飞舞、刻

刀翻飞。大家纷纷向艺术家们求字、求

福，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民俗文化进社区民俗文化进社区

拥军慰问送温暖
军民同乐庆新年

“红色网格”是推进党组织网格化管理、落实党员网格责任制，以及提高
“基层党建+社会治理”能力的一种探索。具体来讲就是在社区已有的网格化
管理基础上，把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纳入“网格化”管理的一种党建模式，确保
“每个网格都有党组织、每名党员都在网格中”，将党员参与社会治理的触角
延伸到基层，从而常态化开展民生服务、矛盾调处、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形
成“以小网格推动大党建”的工作格局。

■ 名词解释

春节即将来临，1 月 13 日

上午，西江里社区组织辖区青

少年志愿者及物业服务企业等

在辖区范围内开展节前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活动。活动中，大

家不怕脏、不怕累，有的负责擦

拭小区及楼道宣传栏、灭火器，

有的负责清运垃圾、杂物。通

过活动的开展，使辖区的环境

卫生面貌焕然一新，提升了小

区整体环境形象。

文/记者 马兰
图/记者 贾磊

社区集中清整
干净迎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