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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街爱心社会组织

捐赠口罩助力抗疫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爱心

社会组织——滨海新区美好社区服务中心向

街道捐赠4800只医用口罩，为街道疫情防控

工作助力，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与担当。

大港街全体工作人员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勇

于担当，勇做“逆行者”，深深感动了美好社区服

务中心。美好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于是将

4800只口罩捐赠给大港街疫情防控一线的工

作人员。对于爱心组织的善举，大港街相关负

责人说道：“我们会将这份爱心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行动，全力以赴打守护居民的健康安全。”

大港街

多措并举保“舌尖上安全”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由大港街道

办事处主任带队，公共安全办工作人员及市场

监管所执法人员组成调研小组，采取实地调

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深入迎宾超市、石化农

贸市场等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题调

研工作。

座谈会上强调，食品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

一责任人，要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尤其要

加强冷链流通可追溯化、标准化建设，切实把

好食品安全源头关，保证食品供应充裕，物价

平稳。同时，监管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贯彻

落实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重要指示精

神，针对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点，加强重点食

品监管，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保证广大人

民群众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大港街城管综合执法大队

思想整风活动见成效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日前，大港街城管

综合执法大队开展的“讲文明懂礼貌守规矩”

队内整风活动基本结束，整个活动反响热烈，

队员们颇受教育，活动也取得了明显效果。

据悉，为使这项活动不流于形式、不走过

场，执法大队制定了严密科学、可操作性强的

活动方案。活动期间，全体队员积极查找问题

现象、剖析思想根源，深刻进行自我总结、自我

反思。通过本次整风活动，队员们的工作纪律

性增强了，工作主动性提高了，执法方法更加

灵活，思想疏导更贴近实际，执法程序更加规

范和讲究实效。今后，大港街城管综合执法大

队还将进一步开展形式多样的队伍建设活动，

让作风更扎实、思想更过硬、技能更全面。

欢声笑语迎新年
传统民俗暖人心

为让辖区居民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大港街四化里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春

节”迎新春送春联主题活动。活动邀请社

区书法爱好者免费为居民书写春联和福

字，为居民送上新春的祝福。活动现场，

一副副红红火火的春联不仅为广大居民

送去祝福，更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四化

里社区工作人员还介绍了“贴春联”“扫

尘”“除夕”等与春节有关的知识。此次活

动加强了社区与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让

居民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

阳春里社区则举办了“过春节·画年

味”亲子涂鸦活动，让社区未成年人及家

长了解更多的春节传统习俗，增强对传统

文化的认知认同。活动现场，一幅幅以

“贴福字、舞龙、拜年、挂灯笼、贴年画、团

圆饭”等为主题的简笔画，充满了年味。

孩子们自己选择图案，家长配合选色，家

长和孩子一起进行创意涂鸦，孩子们在创

意、制作中展开想象的翅膀，在合作中体

验亲子活动的快乐。

本次活动不但提高了孩子的绘画涂

鸦技能，也让孩子和家长在动手中感受到

春节的气息，在互动中弘扬和传承了中华

民族传统习俗，同时营造了祥和、喜庆、健

康的节日氛围。

时报讯（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2

月11日，大港街开元里社区居民向居委

会求助，称居民楼西房山有大量的小虫，

虽然想办法进行了清理，却无法根治，希

望居委会予以解决。

当天，开元里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前往现场查看，发现大量小虫在爬，由于

不知道此虫子是什么品种，遂求助街道物

业主管部门。街道及时与新区爱卫办病

媒防治部门取得联系。随后，相关专业人

员来到现场，确定居民楼附近出现的虫子

叫草履蚧，能抵御低温，由于近期天气转

暖，出土个体明显增多。

为了杜绝虫害蔓延和繁殖，让居民过

个舒心快乐的春节，居委会多方协调该楼

栋居民、物业、街道和新区病虫媒防治部

门，对外接暖气保温层进行拆除，对成虫

进行深度消杀和及时有效施治。新区爱

卫办病媒防治部门专业人员提

醒居民，草履蚧喜欢生活在温暖潮

湿的环境中，过于杂乱的环境会让其

更快生长，居民需保持室内外卫生。

“特别感谢新区爱卫办病媒防治部

门，在大年三十这天还派来专业的消杀队

伍提供服务，解决了居民们的后顾之忧，

让居民过一个安全无忧的春节！”开元里

社区居委会主吴静说。

传播民俗 志愿服务 温情慰问

大港街：这个春节暖到居民心窝里
新春佳节期间，大港街处

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街道及
各社区纷纷组织居民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剪纸、送春联、文
艺演出……为居民带来新春祝
福的同时，也拉近了邻里关系，
更营造了文明、祥和、欢乐的节
日氛围。

杭州道街

防疫不松劲 坚守过佳节
时报讯（记者 马兰）为让居民度过一个安

全、祥和的春节，杭州道街社区工作者们坚守

在疫情防控第一线，以高度的责任心、强有力

的举措，为居民们筑起一道“防护墙”。

春节期间，西邻村社区联合物业保安一起走

访商户，宣传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对发现有

问题的商户提出整改意见要求，并督促整改。治

国里社区加强卡口疫情防控宣传，排查辖区安全

隐患，在重点部位张贴醒目提醒，同时督促中心

北路市场做好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工作。米兰

社区值班人员对各门岗进行巡查，要求门岗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值岗，并做好登记。

各社区统筹协调多方力量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不断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抓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确保居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健

康、祥和的节日。

杭州道街贻丰园社区

义务安全巡控 为居民保驾护航
时报讯（记者 马兰）正当大家欢度春节

时，在贻丰园社区有这样一群人，身穿红马甲

进行着巡逻。他们就是社区的居民志愿者，在

春节期间进行安全巡控，提醒居民防火防盗，

注意用电、用火、用气安全，做好各项安全防护

工作。

“大爷，临出门的时候，看看燃气和家门都

关好了没！”志愿者张阿姨遇到正要出门拜年

的邻居，反复叮嘱。近年来，贻丰园社区不间

断开展义务巡控活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主

动性也在不断增强。社区负责人马海英介绍

说，社区将进一步广泛动员居民积极参与社区

服务，营造广大居民共同参与、共同服务、互相

帮助的和谐氛围。

杭州道街兰庭社区

慰问特殊群众 关怀送到万家
时报讯（记者 马兰）春节前夕，兰庭社区

开展迎新春送温暖活动。

杭州道街相关负责任人、兰庭社区党委书

记、党员志愿者组成慰问组，分别入户走访慰问

辖区34户困难党员和困难群众、低保户、退役军

人、残疾人等。同时，还走访辖区单位留滨人

员，给他们送去春联和福字，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送到社区千家万户。受访人员纷纷表示感谢，

表示会继续支持社区工作，为社区建设作贡献。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青少年的心理素

质和自护能力，引导青少年树立心理健康

意识，增强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意识，寒

假期间，静安里社区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为孩子们带来一系列的讲座课

程，让孩子平安快乐度过假期。

重视心理健康 阳光成长

前不久，静安里社区组织辖区青少年

开展“阳光成长”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邀请

臻赢律师事务所的洪红律师带来心理健

康教育课程。

洪律师结合真实案例及各年龄阶

段青少年的心理特点，从他们的平时学

习生活中入手，从如何面对学校环境、面

对繁忙的学业，如何处理与同学的关

系，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等方面进行

了详细的讲解与分析。同时洪律师还

建议孩子们要养成每日读书的好习惯，

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调节自己的不良情

绪。整个讲座有理论、有事例、有提问、

有解答，有效地帮助青少年缓解了心理

压力，解除了心理困惑，受到孩子们的

一致欢迎。

提高自护能力 安全成长

日前，静安里社区联合杭州道社区民

警李晓辉、律师洪红为辖区未成年人开展

自护教育讲座，30 余名家长及未成年人

参加此次活动。

李警官邀请在场的每一位未成年人

担任小小监督员，提高其参与感，随后通

过分析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案例，深入浅

出地向学生们讲解寒假期间安全的重要

性和注意事项，特别是文明养犬、疫情防

控、防范电信诈骗、文明骑行等方面，教

育孩子们提高自我防范能力。洪律师则

侧重心理健康教育，组织在场未成年人

进行问答互动。此次自护课堂的开展，

增强了社区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为辖区青少年身心的健康

成长保驾护航。 记者 马兰 摄影报道

马路烧烤不见了、违章建筑加速拆

除、恼人的油烟明显减少……通过持续推

进环境整治常态化，杭州道街城市管理水

平不断提升，环境面貌和基础设施不断提

档升级，辖区面貌焕然一新。

持续深化综合整治
市容面貌焕然一新

韶山道是滨海新区有名的“烧烤一条

街”，在往年的露天烧烤治理中一直都是

难点。“烧烤店铺过于集中，而且距离居民

区太近，所以这里必须要下大力气进行治

理。”杭州道街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介绍

说，露天烧烤摊位如果不加以控制，店外

经营、占道经营、高音喇叭喧哗、乱泼油污

等现象也将随之出现。

去年，杭州道街全面开展市容环境

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韶山路烧烤一

条街”、芝麻街广场和抗震路等点位露

天烧烤、马路餐桌、占路经营摊点进行

全面清理，清理露天烧烤 1784 起，清理

马路餐桌 491 起。街道综合执法大队负

责人告诉记者，按照“属地管理、疏堵结

合、分类治理、标本兼治、长效治理”的

原则，杭州道街对辖区内露天烧烤加大

全面规范治理力度，坚决取缔流动烧烤

摊位，对固定门店露天烧烤行为和占道

经营进行严格管理，使居民居住环境得

到有效改善。

同时，杭州道街持续深化环境综合整

治，清理道路两侧及背街里巷违章堆物

3701 起；清理涉及 29 个社区 144 个小区

环境卫生780万平方米，清运各类垃圾渣

土1130吨，清理小区周边杂草堆物25000

多平方米；开展“五小场所”联合整治行

动；拆违工作“回头看”稳步推进，共拆除

莱茵春天、隆盛花园违建148处2044平方

米，让居民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污染防治不断巩固
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围绕污染防治总体目标，杭州道街坚

决打好蓝天保卫战，专门制定《污染防治攻

坚行动方案》等13个专项治理方案。杭州

道街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过长效常态治理，

辖区大气污染各类整改问题明显减少，散

煤、散乱污综合治理成效显著，餐饮油烟净

化设备安装率已达到100%，目前除建筑工

地外已经基本没有较大的扬尘污染点位。

杭州道街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开展

景观湖水体全方位排查整治工作，辖区水

体环境质量逐渐向好。“今年街道将持续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开展

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持续强化辖区油烟治

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健全以党政领

导负责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确保辖区景

观水体无污染。”杭州道街负责人表示。

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让群众生活便捷舒适

“杭州道街将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

让群众生活更便捷更舒适。”街道负责人介

绍说，辖区供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实

施，棚改工作逐步开展，“三供一业”移交工

作稳步推进。杭州道街还组织开展了以

“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为主题的大型垃

圾分类宣传活动，投资201万元持续打造天

和城、碧海长住等4个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小

区，使辖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有序推进。

今年，杭州道街将进一步加大老旧小

区基础设施改造力度，提升老旧小区环境

品质，大力推进试点示范小区建设，推进

辖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实施，稳步推进棚

户区拆迁实施工作，扎实做好长效物业管

理工作，切实让政府资源和社会力量发挥

应有效益。 记者 马兰

深化综合整治 巩固污染防治 完善基础设施

杭州道街：环境整治常态化 辖区面貌换新颜
◎ 对“韶山路烧烤一条街”、芝麻街广场和抗震路等点位露天烧烤、马路餐桌、占
路经营摊点进行全面清理，清理露天烧烤1784起，清理马路餐桌491起

◎ 辖区大气污染各类整改问题明显减少，散煤、散乱污综合治理成效显著，餐
饮油烟净化设备安装率已达100%

◎ 辖区供水管网提升改造工程顺利实施，棚改工作逐步开展，“三供一业”移
交工作稳步推进，投资201万元打造4个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小区

妥善解决好困难群众生活中的突出

问题，落实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问题，一直是大港街工作的着重点

和落脚点。在新春佳节期间，为使辖区群

众充分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大

港街及各社区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节日慰

问活动，切实让辖区困难党员、困难群众、

高龄独居老人等群体在生活上得到帮扶、

精神上得到激励，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

大港街领导班子成员分片走访慰问

辖区部分困难党员、贫困户、残疾困难家

庭、独居老人、失独人员等群体，向他们致

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并送上慰问金和慰

问品。居住在兴安里社区的赵金祥老人，

曾于1947年参军，参加过解放战争、平津

战役等大小战役。大港街工委书记李刚、

街工委副书记张金环来到老人家中，与老

人促膝而谈，关切地询问老人的身体情

况、生活情况，叮嘱老人要注意饮食卫生、

保重身体，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大港

街办事处主任仝浩与七邻里社区工作人

员来到七邻里社区独居老人张美荣的家中

进行探望，为老人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的

同时，也送去了节日的问候。在老人家中，

仝浩与她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生活情况，并

嘱咐随行的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的

孤寡老人、独居老人更需要照料与帮扶，要

把他们的生活情况时常记挂在心上。

据了解，春节期间大港街共慰问困难户

177户，失独人员135人。这些居民纷纷表

示，在今后的生活中，一定不会辜负党的亲

切关怀，尽己所能为社区建设和发展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记者 李婷婷 摄影报道

大港街秉持“真心真情”，精细化、精准

化地为辖区独居老人开展爱心义剪送到

家、免费家政服务送到家等志愿服务活动，

让独居老人足不出户享受到便利急需的服

务，感受到温暖人心的志愿服务力量。

开元里社区以“弘扬志愿精神、共庆

新春佳节”为主题，与社区志愿者欢聚一

堂，回顾一年来在疫情防控、助老扶困、社

区建设等方面共同努力的点点滴滴。活

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鼓励志愿者在新的一

年继续发挥志愿服务精神，为社区困难居

民提供精准的志愿服务。随后，社区工作

人员及志愿者们深入辖区困难居民家中

进行志愿服务，不仅为他们送去了组织的

关怀，还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打扫家里的

卫生，让他们干干净净迎新年。

精准服务送到家 志愿服务暖人心

慰问特殊群体 浓浓关怀暖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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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开元里社区居民受到小虫困扰

草履蚧来“捣乱”社区帮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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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进行消杀工作

阳春里社区亲子涂鸦活动

街道节日慰问辖区特殊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