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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滨海新区创文工作开展以来，
杭州道街突出重点，集中整治，社区
环境面貌发生了诸多可喜变化。尤
其是今年新区创文工作“大干200天”
的号角吹响以来，更是实招频出，“线
上线下、共享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招
让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
感不断提升。

6 月 17 日下午，记者来到贻成东

园小区时，一些居民正在给自家认领

的绿地浇水。“我在贻成东园小区住了

17年了，创文工作开展以来，切切实实

感受到了小区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开

展绿地认领活动以来，环境面貌更是

得到进一步提升。现在晚上出来遛

弯，心情更加舒畅了。”家住贻成东园7

号楼的李大娘告诉记者，她认领了一

块绿地，种了月季和其它花卉。在种

植过程中，还和邻居们有了更多的互

动交流，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

“目前，贻成东园小区共有56户居

民认领了65块绿地，面积共2000平方

米。”延安里社区党委书记徐艳新说，

“认绿护绿”这项工作目前在贻成东园

小区先进行试点，下一步将在延安里

社区的其它小区逐步推广，让更多的

小区居民共同参与治理，管理好自己

的小区。

杭州道街道共有29个社区144个

小区，创文工作任务艰巨。杭州道街

道创文创卫分管领导、四级调研员栾

峰说，昨天上午，新区在贻成东园小

区召开了创文工作现场会，对杭州道

街道的创文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

这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也更加

坚定了“创则必成”的信心。此前由

于物业疏于管理，小区里的绿地变成

了居民家的菜园子。后来社区借鉴

区委、区政府提出的“共同缔造”的理

念，社区的工作要共谋共管共建共

享，充分进行了宣传和发动，得到了

居民的广泛响应。在“认绿护绿”工

作实施后，贻成东园小区的绿化率得

到了很大提升。

谈到创文工作成效的大幅提升，

栾峰告诉记者，这首先得益于全民创

建、全民参与，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创文

带来的变化。而且在这项工作中，党

员干部带头，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如今，居民们也都主动自发购苗认苗。

“之前小区里很多都是一楼二楼

的自留地，种的都是蔬菜。这两年来，

街道党员干部带头，社区居民踊跃参

与，将原来的自留地都改成了认领的

绿地，种的都是花草树木，环境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家住贻成东园12号楼

的季先生刚认领了一块绿地，他告诉

记者，如今环境好了，大家的认同感、

价值感也更强了。

6 月 17 日 18 时许，记者赶到安顺

道社区碧海长住小区时，广场上休闲

锻炼的居民越来越多，有的在健身区

锻炼，有的绕着广场遛弯，孩子们在一

起嬉戏，一幅其乐融融的幸福画卷展

现在面前。记者在小区走访一圈发

现，小区路面整洁，绿化树木葱郁，休

闲座椅、健身器材和儿童娱乐等公共

设施齐全，公共晾晒区整齐地晾晒着

洗好的床单被罩。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也都“各就各位”，停放得整齐有序。

“以前邻居遛狗不拴绳，小猫小狗随地

大小便的也比较多，现在整体改变很

大。”刚刚下班回家的一位女士告诉记

者，创文工作开展以来，小区的变化很

大，整体变整洁了。

“咱们在扔垃圾的时候，一定要把

厨余垃圾放在绿色垃圾桶里边，其他

垃圾放在灰色桶里边……”18 点 30

分，几名戴着小红帽、穿着红马甲的志

愿者大娘出现在健身广场，一边向居

民宣传垃圾分类常识，一边拿起手中

的工具随手捡拾小区内的烟头等。记

者了解到，这些志愿者每天早晚都会

在小区开展创文宣传和垃圾捡拾志愿

服务活动，已经成为了社区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安顺道社区党委第二党支部书记

谢桂芝今年67岁了，她是“碧海长住创

文志愿者”群的群主，每天她都会给志

愿者排好班，带头和大家一起做志愿

服务。“我们主要是起到宣传引导作

用，让大家知道遛狗必须拴绳、不乱扔

垃圾。同时让大家意识到，虽然我们

交着物业费，但小区志愿者也在和物

业共同建设我们美好的小区。小家大

家都是家，大家好了，小家也好。”她告

诉记者，新区开始创文时他们就成立

了创文志愿者群，除了党员，还有不少

群众加入其中。

除了党员、群众的积极参与，安顺

道社区创文取得成效还得益于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创新举措。“今天上午，区

领导一行人来到我们社区的垃圾分类

精品示范小区碧海长住小区，对小区

的创文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作为社

区工作者的我们也备倍受鼓舞。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保持这股全力以赴的

热情，助推社区创文工作更上一个台

阶。”安顺道社区党委副书记刘洁告诉

记者，以前社区很多老旧小区存在杂

物乱堆乱放、乱扔烟头、随地吐痰等不

文明行为，社区针对这些问题和难题

持续发力。尤其是今年新区创文工作

“大干 200 天”的号角吹响后，社区把

“互联网+党建”模式融入到创文各项

工作中，不断强化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战斗力，并依托“组织在线”公益e+探

索出了线上线下、共享共治的社区治

理新招。

碧海长住小区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

贻成东园小区居民为认领的绿地浇水

碧海长住小区志愿者向居民宣传创文

坚持“共建共享”理念 文明城区创建入人心

人居环境改善 居民幸福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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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建设工作中，太

平镇大道口村注重突出效果导向，始终把基层

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放在首位，实施了一系列

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

“帮帮团”帮困送暖到农家

2019年初，大道口村成立了“大道口村党

员爱心帮扶中心”，设立4支帮扶突击队，为大

道口村困难群体提供志愿服务。2020 年，大

道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组织在线”平

台，延伸成立“红徽结对帮帮团”，发布“手拉

手”结对志愿服务任务，帮帮团内党员志愿者

积极领取任务，参与到爱心帮扶活动中。

6月11日10时，红徽结对帮帮团成员在队

长的带领下，走进村内困难户家中，仔细询问他

们的身体和生活等情况，特别是遇到的实际困

难，并嘱咐他们要好好保重身体，保持乐观开朗

的健康心态。通过走访慰问，进一步加深了与困

难户之间的感情，让困难群体感受到阵阵暖意。

文明习惯从小培养

为提升创文工作在未成年人群体中的知

晓率，充分调动全民创建文明村的积极性，凝

聚创文力量，太平镇大道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联合苏家园学校大道口分校开展以“垃圾分

类、你我同行”为主题的宣讲实践活动。在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的精心讲解和指导下，30名

同学积极参与，活动开展得井然有序。富有趣

味的益智游戏和寓教于乐的实践操作，让同学

们知道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掌握了分类的窍

门，践行了“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

弘扬孝亲敬老文明风尚

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孝亲敬老这一传统

美德，大道口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与天津梦得

集团联合开展“孝亲敬老”活动，从今年5月7日

起，为大道口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生日当天

送去生日蛋糕，让老人感受村队和企业的关

怀。依托“组织在线”平台发布“孝亲敬老”庆

生任务，已将关怀与祝福送到了51位老年人的

身边。“夕阳关爱暖暖情”的队伍逐渐扩大，进

一步调动了村内党员、志愿者的积极性，同时

将65岁以上老年人庆生活动进行进一步推广，

为广大父老乡亲营造了浓厚的孝亲敬老氛围。

传递文明新风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出实招共治理 多举措助创文

文明城区创建让百姓生活更美好
■ 时报记者 杜红梅 单毅 报道

6月17日，记者就上述问题联

系了胡家园街道办事处。该街道

副主任尚英告诉记者，胡家园街道

地处城乡接合部，由于历史遗留原

因，一些小区的确还存在很多的问

题，对于这些问题胡家园街道正在

结合创文工作积极进行整改。

“目前，我们已经对问题小区

列出了问题清单。像楼道堆物的

问题，我们会尽快将楼道清整好，

打通群众的‘生命通道’。对于垃

圾桶不盖盖的问题，我们会督促

物业加强管理。小区绿地缺失、

黄土裸露的问题，我们计划结合

‘绿地认领’活动，号召居民参与

到绿化养护中来，通过共建共享

让小区美起来、靓起来。”

尚英告诉记者，短期内“对症

下药”立即整改，从长远看胡家园

街道也正在制定长效机制。“为了

保持长效机制，我们招募了一批文

明‘守门员’。这些都是小区的居

民，他们每天进行巡查、巡视和劝

导，通过实际行动带动广大群众养

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尚英表示，下

一步胡家园街道将发挥党组织的

引领作用，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

极性，引导大家共同参与到创文

工作中来。 记者 张智 摄影报道

楼道堆物严重 小区绿化缺失 垃圾桶不盖盖

这俩小区“环境问题”真不少
“楼道堆物阻塞消防安全通

道、小区绿化缺失黄土裸露、垃圾
桶不盖盖有异味……”近日，记者
接到市民报料称，胡家园街道佳成
苑小区和觉祥园小区环境秩序脏
乱差，严重影响了小区居民的生
活。6月17日，记者对这两个小区
进行了实地走访。

佳成苑小区：6月17日下午，

记者首先来到佳成苑小区，没走多

远就看到了市民所反映的问题。

在3号楼前，绿地内杂草丛生，有的

树木还被拴上了晾衣绳。楼前 4

个垃圾桶只有一个盖着盖，一走近

就能闻到酸臭的气味。顺着外墙

往上看，个别放空调外机的位置也

堆放着杂物。记者又走进3号楼1

门的楼道，刚上二楼，迎面就看到

了摆放在拐角处的一个折叠桌和

若干杂物，上到3楼，楼道里则停放

着一辆自行车。对于小区的环境

现状，居民颇为不满。在小区5号

楼东侧的休闲花园内，一位老人看

着斑秃的草坪和裸露的黄土连连

叹气，“你看这草坪都秃了，有的树

也死了……”

觉祥园小区：随后，记者又来

到了觉祥园小区，发现这里的问

题也不少。16 号楼、17 号楼南侧

的大片绿化都被开垦成了菜地；

18栋1门前堆放着购物车、水桶、

木条等杂物，二楼的楼道内还放

着一个水缸。记者在该小区内走

访时还发现了路面坑洼、黄土裸

露等问题。“我们非常期盼通过创

文，让小区环境得到改善。”在觉

祥园小区，一位居民说。

现场

▲

小区环境差 居民怨言多

觉祥园内私圈菜地 佳成苑空调外机处堆物

回应

▲

立即启动整改 建立长效机制

（上接第一版）下一步，新区有关部

门将安排专人负责每一项待遇兑

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平台聚才
注重以平台聚才，建立集宣

传、服务、审批于一体的人才服务

综合性网站，实现“一网通办”，为

人才提供线上线下“一站式”服

务。同时，搭建人才承载平台，打

造全国一流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园，加快双创基地建设。搭建人

才交流平台，通过座谈、调研、研

修、疗养、专家咨询会等多种形

式，加强政府与人才之间、人才与

人才之间、人才与企业之间的交

流联系。

环境留才
全力保障环境留才，成立滨

海新区区委人才工作局，统筹全

区人才工作，开展重点人才课题

研究，推动人才工作改革和政策

创新，落实国家、市级各类重大人

才决策部署。整合服务资源，为

高层次人才提供优质高效的“滨

海服务”环境。

下一步新区将出台人才住房

保障、放宽落户限制、高层次教育卫

生人才引育等专项实施细则和办

法，让政策尽快惠及广大人才，同

时，根据执行情况继续修改完善。

提速增效 汇聚天下英才

本组图片 记者 何沛霖 摄

■ 时报记者 张姝 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