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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倩倩 芸芸）为规范电动
车管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交通安全
意识，连日来，两社区开展电动车
上牌进社区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
电动车挂牌服务。

7 月 17 日，盛世社区与交警
二大队联合，在开元盛世小区北
门开展电动车上牌进社区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操作要求，协助交警部门为前来
挂牌的居民进行资料审核填报、
车辆查验拍照等，挂牌工作井然

有序、有条不紊。期间，工作人员
还耐心解答居民疑问，宣传讲解
交通安全知识及交通违法行为危
害性，向居民宣传“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以及佩戴安全头盔
和使用安全带的重大意义，大力
倡导文明出行的新理念、新风尚，
有力增强社区居民的安全意识和
交通文明意识。活动有利于促进
电动车规范管理的实施，带动居
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对整治交
通乱象起到良好成效。

7 月 15 日，交警二大队在只

楚街道辰源雅景小区设立上牌登
记服务点，为社区居民提供电动
车挂牌服务。东南哨社区居委会
以电动车挂牌为契机，加大文明
出行宣传力度，积极向居民开展
电动车挂牌登记和非机动车文明
出行宣传。活动中，社区工作人
员协助交警二大队工作人员，向
居民提供登记注册流程，提醒居
民备齐电动自行车登记所需材
料，交警耐心为居民登记挂牌解
答疑问，同时提醒车主严格按照

“靠右行、有牌证、不超标、不改

造”等管理规定上路行驶。
目前，东南哨社区正全力推进

文明城市创建行动，不断加大文明
素质提升力度，重点开展文明出
行、文明健康、文明用语等系列活
动。通过电动车挂牌便民服务活
动，不仅增强了居民对电动车挂牌
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推动电动车挂
牌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且加深了居
民对电动车骑行上路有关规定的
认知和了解，增强了电动车驾驶人
的安全意识，活动受到居民的一致
好评。

电动车上牌进社区 助力安全出行
两社区设立电动车上牌登记服务点，倡导文明出行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常星）近日，奇山街道长生社区成立
桑榆增能志愿服务队，以花甲和古稀老
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致力于发挥退休老
人的余热。

服务队成立后，社区面向居民召开
首次招募会。着重吸收刚走下工作岗位
的退休党员，借助他们的体力、知识、经
验与技能，帮助年龄更大的老人在家庭
照顾、社会隔离等方面实现增能互助。
目前，首次招募成员26人。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穆罡）为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
用，魁玉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党员
奉献在楼栋，红色服务在身边”主题党日
活动。

社区选取一栋党员较多的居民楼，
打造“红色楼栋”，发动楼栋党员积极参
加美化楼道服务，为楼道居民做好事。
在党员的组织带动下，居民也积极参与
楼道的卫生清理、邻里互助活动。

下步，社区将建立更多的“红色楼
栋”，由点带面全面铺开，以服务群众为
根本，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让党
员在楼栋内引领小区建设，服务好居民。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牟一林）近日，新石社区组织开展安
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排查中，社区工作人员以小组为单
位下沉到“网格”，分别对辖区商店、网
吧、饭店、居民楼等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
查，并在醒目位置张贴宣传通知、提高居
民安全意识，同时告诫居民注意用电、用
火安全。另外，还重点排查各类场所消
防设施是否完好、疏散通道是否通畅
等。对于消防器材摆放位置不合理、杂
物堆积过多等安全隐患当场予以指出，
有效清除社区消防安全隐患。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刘宁）“辖区户外健身器材太少了，有
时候还要排队玩，希望社区多安装一些
健身器材。”这是四眼桥社区党委在开展

“联户走访创满意”工作时，多位居民向
社区反映的问题。

群众的呼声就是社区工作的方向，
社区党委立即向奇山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和相关单位申请，在老人和孩子居住比
较集中的地方安装了部分健身器材，在
确保不扰民的前提下，让辖区居民有更
多的健身娱乐场所。

长生社区
招募服务队成员

魁玉社区
让“红色服务”在身边

新石社区
排查安全生产隐患

四眼桥社区
安装健身器材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李程程）近日，芝罘屯社区联合海港
医院举办“关怀老党员·义诊暖人心”专
题活动。

活动现场，专家为前来的党员和群
众提供测量血压、指导用药等医疗服务，
同时解答大家提出有关医疗保健的问
题，还为出行不便的老党员提供上门服
务，讲解日常疾病预防及日常保健知识。

芝罘屯社区
义诊服务关怀老党员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姜春晖 摄影报道）近日，新
桥西社区联合华英幼儿园、新桥幼
儿园开展“五联先锋”第二届“我是
阅读小达人”打卡颁奖活动，邀请
辖区20余个家庭参与活动。

自6月启动阅读打卡活动以来，
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社区发放的书
目，并在朋友圈发读书小视频连续
打卡一个月，督促培养良好的亲子
关系和阅读习惯。近日，社区工作
人员对前期参与活动的青少年阅读
打卡次数和阅读书目数量进行了统
计和排名，并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
和鼓励奖。在第二届“我是阅读小
达人”打卡颁奖活动上为青少年进
行颁奖，也标志着为期一个月的线
上阅读打卡活动圆满结束。

经过家长和小朋友一个月的
坚持努力，小朋友们的阅读量和识
字量有了显著提高，从最开始阅读
时的一字一顿到后来的流利阅读，
家长在陪伴孩子阅读的过程中，感
受到了孩子的进步，收获了亲子阅
读的快乐。获得第一名的付瑶小
朋友，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打卡阅读
了8本书。颁奖仪式上，其他家长
也纷纷表示，平时对孩子的陪伴较

少，仅限于完成学校作业。社区针
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发放不同的
阅读书目，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在亲子共同阅读的过程中
也拉近了关系，希望社区能多多开

展类似活动。
下步，新桥西社区将全面开放

社区图书角，为辖区儿童免费提供
书籍借阅。同时，号召居民通过捐
书、图书漂流等方式，让家中闲置

书籍实现“良性循环”，逐步完善社
区图书角，涵盖老、中、青等多个年
龄段，丰富图书种类和数量，在辖
区掀起全民阅读的氛围，构建爱读
书、读好书的新时代文明社区。

新桥西社区青少年争当“阅读小达人”

基础设施方面，街道组织“双
报到”党员、志愿者定期对健身器
材进行清理，保证辖区体育活动
点正常使用；针对路面硬化、平
整，无明显坑洼积水，垃圾清运及
时、分类收集的标准，街道主动想
办法整改到位，目前已修补路面
破损 32 处；针对垃圾桶问题，主

动对接区环卫部门及时整改，为
清理后的垃圾桶重新刷漆涂色、
贴上垃圾分类标识，充分利用电
表箱等设施，手绘文明创城彩图
20余处。

街道从增强居民幸福感出发，
自4月份起在各社区开展“社情民
意”征集活动，目前共征集125条，

整改62条；同时，将“圆桌议事会”
开进社区网格，网格长、党员、网格
议事员和居民代表定期围坐一起，
讨论社区大情小事，将“议事亭”作
为收集群众需求和智慧的场所。

针对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无乱
扔杂物、随地吐痰等现象，5月起，
街道组织开展“讲文明讲卫生、改

陋习树新风”百日攻坚行动，对环
境卫生加大保洁和巡查力度，组织
综合执法中队、爱卫会联合物业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共整治问题
118处；针对辖区树木挡光问题，
及时进行枯死树木清理和挡光树
枝修剪，累计伐树 67棵，修剪 41
棵。

主动谋划 主动提升 主动推进
奇山街道“三个主动”坚决打赢文明创城攻坚战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张梓钰 摄影报道）2020年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决战时刻和冲刺阶段，奇山街道针对辖区创城工作
的不足和短板，主动谋划、主动提升、主动推进，在宣传氛围营造、基础设
施修缮、环境卫生整治、违规占道经营、未成年人活动开展等方面下大功
夫整改，努力打造更加和谐有序的居住环境，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更实的措施，推动创城工作再上新台阶。

抓好公益广告重点点位，对辖
区公益广告现状进行仔细摸排，以
主次干道、背街小巷、交叉口为重
点，加强公益广告覆盖，对日久褪
色、陈旧破损的进行集中更换；以
社区为圆心，在显著位置精心制作
15分钟生活圈指示牌。前期共更

换、增加公益广告刊板450余处、喷
绘布300余处，最大限度做到“抬眼
文明，拐弯见景”。

宣传阵地方面，街道组织对8
个社区现有的60块宣传栏进行主
动修缮和内容更换，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文明风尚融入到居民

生活中；通过打造主题宣传街、手
绘公益墙等多种形式，创作与城市
历史文化相承接、与市民接受方式
和欣赏习惯相契合的自创公益广
告作品，实现“驻足皆风景”，让公
益广告人人乐见。

街道广泛动员辖区 102家企

业、门头网点，通过电子屏滚动播
放创城标语，向社区居民发放“文
明健康 有你有我”宣传册，倡导居
民树立“文明从我做起，从身边做
起”的良好理念；利用微信公众平
台、社区网格联络群，普及文明城
市创建知识。

街道开展“创建文明城市，争当
文明市民”“告别陋习树新风、走向
文明见行动”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引
导居民树立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
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街道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组
织各种健康向上的文艺演出活动30
多场次，不断提高群众的文化修养
和审美情趣，努力营造欢乐祥和、健
康向上的社区文化氛围。

针对设有家长学校等家庭教
育场所，街道充分依托红色小院、
道德讲堂等阵地，加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公民思想道德宣讲。
积极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引

导辖区群众树立文明、健康、科学
的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聚焦文化熏陶，积极开展“文
明家庭”“文明楼院”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评比活动。

在文明氛围营造上“主动谋划”

在设施环境整改上“主动提升”

在居民素质提升上“主动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