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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讯（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冬季是使

用燃气、煤炉等的高峰期，也是相关事故高发

季节。为确保辖区居民平安温暖过冬，近日，

杭州道街道以检查和约谈等方式排查安全隐

患，补齐技术短板，紧绷安全弦不放松。

1 月 19 日，杭州道街道联合杭州道派出

所组织召开石油液化气瓶企业安全约谈会。

街道负责人在会上指出，近期在检查中发现

气瓶运输配送中存在安全隐患。工作人员现

场核查了企业营业执照、危化品经营许可证

以及车辆、人员相关安全资质证书。约谈中，

街道要求辖区企业做好整改工作。一方面立

即开展一次气瓶配送人员全员安全教育培训，

督促从业人员严格遵守危化品操作相关规

定。与此同时，加强配送车辆和配送人员管

理，严格操作规程，严格按照规定路线配送，加

强安全防护，制定好应急处置预案，配足灭火

器，全程张贴好危化品安全警示标识。另一

方面加强源头治理，建立台账，摸清底数，弄

清气瓶存量，及时通报街道办事处、辖区派出

所，建立多方动态联动管控机制。同时加强

燃气安全宣传和隐患排查治理，在配送气瓶

过程中及时向居民、商户做好燃气安全宣传

工作，认真检查相关管线、接口，及时排除各

类安全隐患，确保安全。

近期，杭州道街道办事处组织综合办公

室、公共管理办公室、安监中队等多个部门对

辖区内平房、车棚等特殊点位开展全方位、拉

网式、地毯式排查，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杜绝

辖区散煤使用，确保居民冬季安全。

由各部门组成的检查组对京山道平房区、

西邻村10栋西侧平房、新园里8栋平房、杭州

道2栋车棚等点位进行重点排查，在排查中发

现新园里8栋平房鑫达门窗及杭州道2栋车棚

存在住人并使用煤炉取暖情况。检查人员责

令居民立即停止使用煤炉，并依法下发限期整

改通知书和隐患整改告知书。杭州道街道综

合执法大队组织执法人员对煤炉等烧煤设备

进行统一收缴处置。下一步，杭州道街道将持

续对使用煤炉取暖情况进行摸排，严格执法，

加强管理，确保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致敬我们亏欠许多的父母；致敬

我们宽厚体贴的爱人；致敬我们悄悄长

大的孩子，你们辛苦了……”杭州道街

道安顺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马

振双收到这封感谢信时，眼泪夺眶而

出。想想家人，想想过去的 2020 年，既

感慨又欣慰，她说：“每年的这个时候，

都是我们给别人送温暖，这还是我们社

区工作者第一次收到慰问信，这份感谢

沉甸甸的，包含了太多。”

节日慰问
激励继续前行

1月16日晚，杭州道街道工委书记信

佩春一行人敲开了新园里社区党委书记

罗丽健家的门。“我当时有点懵，我的父亲

和爱人也特别激动。”罗立健说。

“小罗这一年不容易，她的工作离

不开家里人的支持。”信佩春与罗丽健

的家人拉起了家常。罗丽健负责的片

区老旧小区集中，管理存在难度。可大

家并不知道罗丽健的家庭情况，82 岁的

老父亲眼底病变，日常生活都要靠罗丽

健的爱人和姐姐照顾。“尤其是去年年

初疫情形势严峻的那段时间，我根本离

不开社区，更顾不了父亲，就靠我爱人

帮我照顾。”罗丽健打心底里感谢爱人

的默默付出。

对于罗丽健来说，这次街道的慰问不

仅仅是问候，更是给她“打气”。“以后要比

现在更努力。”罗丽健说。

打赢硬仗
站好最后一班岗

贻丰园社区党委书记马海英同样收到了

慰问品和感谢信，在社区工作19年，她还是第

一次收到这些，马海英说，心里特别感动。

作为社区居委会的“火车头”，马海英

也是社工们的老大姐。在疫情防控和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工作期间，她一直坚守

在一线。即使脚崴了，她也轻伤不下火

线，一直拖着伤脚工作。身体的不适没让

马海英退缩，她咬着牙带着社工们一起坚

持了下来。其实，马海英在 2020 年就可

以申请退休，但她还是决定带着大家打赢

这几场“硬仗”再退休。

感谢家人
理解支持默默相伴

2020 年对马振双来说可以说是挑

战，母亲手术住院，爱人受工伤，辖区管理

又离不开自己……“那段时间，完成一天

的工作后，自己没少流眼泪，真的是愧对

家人，但我真的顾不上他们。”说到家人，

马振双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作为安顺道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马振双这几天也在忙着深入社工家中

慰问。马振双也想借这次慰问的机会，感

谢同事们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能够顺利

完成工作任务，离不开社工背后家人们的

分担和支持，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他们。”马

振双说。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致敬辖区425名社区工作者 杭州道街道送上感谢信和慰问品

“这一年辛苦了，这份感谢请收下！”
2020 年注定不平凡，年初疫情

暴发、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人口普
查……身在基层的社区工作者们每
天满负荷工作，不停地奔波在一
线。 年终岁末，杭州道街道为辖区29
个社区425名工作人员送上感谢信
和慰问品，在感谢全体社区工作者在
2020年辛劳付出的同时，向他们的
家属致以真挚的问候。

时报讯（记者 马兰 通讯员 姚贵）

春节临近，杭州道街道执法大队积极作

为，各中队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及时开展

市容秩序综合整治，扎实为辖区居民创

造良好市容环境和节日气氛。

各中队结合辖区存在的问题，集中

时间、集中力量，出动执法人员对洋货

市场周边抚顺道、吉林路、洋货步行街

以及建材路周边出现的门前堆物、玻璃

贴字、违章广告牌匾等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一中队扎实推进辖区市容环境

综合整治，及时督促辖区商户和农贸

市场、限时限地点位、临时占路市场等

各类市场持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

时对辖区违法占压燃气管道问题进行

排查，加大各类市场外溢管控力度，突

出主次干道、学校周边、公共活动场所

等流动摊贩占道摆卖、违法经营等综合

整治。

春节贴“福”字，寄托了百姓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1月19日，弘泽城社

区举办“我们的节日——春节”老少

同乐挥笔迎春送福字活动。

活动邀请社区书法爱好者现场写

福字送祝福。参与活动的居民一边感

受着快要过年的喜庆气氛，一边欣赏着

书法爱好者们的书画作品。书法爱好者

们挥毫泼墨，作品中包含着浓浓的祝福。

活动的最后，居民们拿到了获赠的“福”字，

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此次迎春送福活

动进一步推进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

开展，提升了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品位，

营造了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杭州道街道

排查安全隐患
守护生命安全

杭州道街道

专项治理 扎实推进
加强市容秩序整治

大港街道

吹响春季征兵“集结号”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2021年度春

季征兵、兵役登记、民兵组织整顿潜力调查工

作在大港街道全面铺开。各社区通过上传下

达，迅速吹响征兵集结号，汇聚强军正能量，

在全街掀起征兵宣传、动员热潮。

连日来，大港街道各社区通过宣传条幅、

LED屏、微信群、宣传册等向广大居民群众宣

传《国防法》《兵役法》和相关优待政策，社区

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征兵宣传册。各社区已

陆续召开2021年度春季征兵工作部署会，以

“一对一”“面对面”逐人联系等方式，积极动

员适龄优秀青年报名参军。

大港街道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部署疫情防控及安全工作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道城

管综合执法大队召开疫情防控及安全工作专

题会议，对如何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及全年安

全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要重视日常消杀工作，形成常

态。要设置疫情联络员，建立工作群，对疫情

防控相关信息做到及时沟通、及时协调、及时

上报。会议强调，执法大队开展的“讲文明懂

礼貌守规矩”小整风活动正在进行，全体队员

要在“讲文明懂礼貌守规矩”的基础上加上一

条“会讲话”，即在讲话过程中体现政策性、党

性和正能量。同时，全队要抓好人员、设备和

车辆安全管理，把安全放在首位。

大港街道兴安里社区

关爱温暖送给辖区老年人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道兴

安里社区居委会走访慰问辖区老年人，以实

际行动关怀辖区老人。

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每到一户老人家中，

都会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日常生活起

居情况，并叮嘱其饮食要清淡、多喝水、疫情防

控期间注意个人防护。针对独居老人，还重点

介绍了家中安装红外感应、SOS一键报警设备、

手环设备等，及时了解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并提

供帮助。下一步，社区将继续关注困难老年群

体，营造“爱老、敬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非常感谢你们，要不是你们及时帮

忙，我也不会这么快得到医治，你们就像

我的儿女一样！”1 月 20 日一早，大港街

道建安二社区独居老人刘阿姨紧紧握住

前来探望她的社区工作人员的手，感激

地说道。

原来，1月18日下午，刘阿姨在家不

慎摔倒，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得知情况

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公安、医院等有关单

位，及时赶往老人家处置，同时抽调工作

人员陪同老人就医，帮助刘阿姨解决了

难题。

近年来，大港街道根据社区工作实

际，全方位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形成“站、

群、点”三级网络体系，确保群众有困难、

有需求时第一时间联系到社区、找得到组

织，及时将需求与服务有效对接，实现为

民服务“零距离”。

社区流动“红袖标”
向困难群众传递温暖

在为民服务工作中，大港街道各社区

广泛组织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通过“网上

告知”“隔空喊话”等形式公开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及社区联系方式、微信服务群二

维码等，并在日常的敲门见人、上门问需

中确保群众的困难和诉求得到及时解决，

同时也打造出每个社区自身的特色。

大港街道积极创新社区管理，打造了

一支“家家熟”型社区干部队伍。在日常

服务中，社区工作人员高度关注残疾人、

孤寡老人、孕产妇等特殊家庭，定期上门

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生活需求。去年

入冬以来，该街33个社区的社区工作者和

志愿者共为群众解决送快递、采买生活用

品、就医、水电等维修等困难问题200多个，

及时将党组织的关怀传递到群众身边。

社区里流动的“红袖标”是社区志愿

服务的标志，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每天巡

逻，看到谁家有困难就主动上前去帮助，

看到有生人来访会主动上前去盘查，形成

社区居民结合联动，共建治安防范体系

的工作局面。大港街道党建办主任王奎

芳告诉记者，“红袖标”看上去分量轻，但

在居民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它一头连着居

民，一头牵着社区，更系着一份浓浓的亲

情，带着社区对百姓的关爱。

“便民服务卡”
居民直呼“太方便”

以前居民有问题经常不知找谁办理，

会跑很多的路，耽误不少时间。现在有

事，只要在微信群中喊一声，或者打个电

话，社区工作人员就能作出解释和上门办

理，居民们直呼“太方便”。

记者了解到，为使社区工作与群众零

距离，使百姓真正感受到社区居委会的温

情，大港街道各社区将工作人员姓名、工

作职责、联系电话和维修班服务热线、物

业电话、派出所值班电话、家政服务联系

方式等制成“便民服务卡”发放到每一户

居民家中，同时发布在社区微信群中，大

大方便了居民进行政策咨询、办理各项事

务，拉近了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的距离。

为了掌握辖区居民的具体情况，各社

区居委会不断完善“居民档案”，工作人员

分片包干记录便民日记，记录辖区各户居

民的具体情况，并把每户居民每次与居委

会打交道的情况也都记得清清楚楚。工作

之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会经常翻翻这

本特殊的“档案”，以便对每户居民的情况

都心里有底儿，解决各家问题能够更及时。

“民情日记”
架起一座沟通“桥梁”

在大港街道很多社区，记者还看到，

社区工作人员记录的“民情日记”成为社

区工作人员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同群众联

系，帮助居民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的

有效载体。

如今，走进大港街道各社区，居民们总

会看见“家家熟”的社区工作人员忙碌的身

影，他们将群众的期望记入随身携带的“民

情日记”中，每本“社区底账”在一日一日增

厚。他们没有固定的会议桌、会议室，却把

“恳谈会、约谈会、调解会”开得有声有色，

成为群众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这些既

简单又管用的办法，让社区工作者都成了

居民的好朋友，成了社区居民的‘家家

熟’。”王奎芳向记者介绍，访民情、听民声、

知民意、解民难，社区工作人员用一本本“民

情日记”记录了老百姓的所需所想，记录了

为民办实事的点点滴滴，在社区工作人员与

群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

据了解，一系列为民服务措施落实以

来，大港街道各社区治安防线牢固、维稳

工作制度健全、综治基层基础扎实、矛盾

纠纷化解及时、信访秩序规范，群众满意度

也在日益提高。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感谢社区工作人员帮我们及时解决了

家里暖气不热的问题，可以让我们过个

温暖的春节。”1月20日，大港街道阳春里

社区居民对居委会表达了感谢。

针对辖区居民反映的家里暖气不热

的难题，大港街道阳春里社区党委运用

“吹哨报到”机制，及时为居民需求发声，

并积极对接“报到”单位晨晖供暖物业，

召开“暖气热不热 温暖送到家”访民问

暖座谈会，用心用情用力打通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座谈会后，供暖公司工作人员入户

排查居民家里暖气不热的原因，并按户

制定临时维修方案，争取让每家每户的

暖气都热起来。连日来，暖气维修师傅

积极排查暖气不热的原因。经过初步判

断，有些居民家里暖气不热是部分居民

家的供暖管道未排气造成的。排气阀安

装在六楼住户家中，这给排气维修带来

了不少麻烦。维修师傅在排查中发现有

一家六楼住户是空房，找不到房主，进不

了屋，排气维修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于

是维修师傅将这一难题反映到了社区居

委会。社区党委经研究决定，委托开锁

师傅在居委会、派出所、居民的见证下把

房门打开。房门打开后，维修师傅利用

半天时间把供暖管道排气阀改装到楼道

内，以方便排气阀排气，确保了解决问题

落实落地，让群众满意。

据悉，供暖物业公司还对13号楼54

户居民进行暖气改造入户调查，为暖气

单循环改造工作做好准备。此次暖气排

查维修后，阳春里社区党委立即收到了

居民的反馈信息，家里比之前温暖多了，

居民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社区“吹哨报到”解暖气不热难题

构建“站、群、点”三级网络体系全方位为民服务

大港街道：社工“家家熟”居民“心里暖”

检查组对辖区内平房排查隐患检查组对辖区内平房排查隐患

街道工作人员慰问社工家属街道工作人员慰问社工家属

社区居委会帮助刘阿姨解决就医难题社区居委会帮助刘阿姨解决就医难题

社区召开访民问暖座谈会社区召开访民问暖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