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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徐文雁 摄影报道）当前，全
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已进入关键
期，通伸街道坚持党建引领，注重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从思想认识、网格
管理、志愿服务方面开展“创城攻
坚党旗红”系列活动，凝聚共识、汇
聚力量，激发创城工作活力，保障
创建工作取得实效。

筑牢思想，提高认识，夯实创
城基础。街道每周召开2次创城工
作调度会议，主要领导调度创城进
展、落实整改情况，特别是对重点
区域、难点问题进行逐项研究，明
确分包领导和完成时限，确保所有
难点问题“层层有人抓，件件能落
实”。目前已召开调度部署会议7
次，正在协调和已解决重点难点问
题17个。召开“思想聚焦谋创城”
专题研讨交流会，组织5名社区党

组织书记聚焦创城目标要求，结合
当前工作进展，深入交流工作体会
和下步工作打算，进一步深化认
识、明确责任，在思想上营造浓厚
的创城工作氛围。

党员先行，网格管理，激发创
城活力。街道按照地域划分了30
个网格，每个网格由1名分包领导、
2名机关干部、1名社区工作者负
责，每天到社区实地走访、排查问
题，现场能够直接解决的立即处
理，不能当场解决的，将问题及时
反馈给各相关科室，不等不靠、立
即整改。组织开展“党群同心齐创
城”服务活动，发放《创城攻坚倡议
书》，通过党员干部亮身份、做表
率，带动楼片长、网格员、辖区居民
主动参与到创城工作中来。结合
大走访工作，认真落实各项要求，
动员群众积极支持、广泛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

多方联动，扎实推进，保障创
城实效。联合“双报到”单位，开
展“一线争锋助创城”主题活动，
组织自管党员及“双报到”单位党
员组成 7 支志愿服务队，分别前
往西炮台公园、木钟厂小区、南大
街——建设路十字路口等点位，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整理共享单
车、清理乱堆乱放及野广告、倡导
文明出行等创建活动。充分发挥
辖区志愿者作用，整合安立盛学
雷锋志愿服务大队、春雨公益发
展中心等 8 支队伍，开展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活动10余次，发动群

众 300 余人，广泛参与创城工
作。同时，推进“天使守护团”“文
明劝导团”等特色志愿服务普遍
化、长效化，做到月月有计划、周
周有主题、天天有行动，进一步提
升志愿服务的社会影响。

下一步，通伸街道将继续坚持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名党员一
面旗帜”，紧紧围绕“党建带创建、
创建促党建”要求，让党旗飘扬在
创城一线，党员身份亮在创建一
线，为夺取创城“六连冠”提供坚强
组织保障，齐心协力打赢创城攻坚
战。

党建引领，让党旗在创城一线飘扬
通伸街道开展“创城攻坚党旗红”行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牟一林）近日，白石街道法德讲堂开
展“民法典与生活同行”普法宣传活动，
强化社区群众法律意识，提高居民依法
维权的能力和法律素质。

活动以《民法典》学习宣传为主线，
结合辖区群众日常生活需求，重点宣传
《民法典》中关于婚姻家庭、继承等方面
的法律新规定。法律服务工作人员结合
实际案例，就群众关心的相关法律条文
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进行了答疑解惑，
帮助市民群众对《民法典》有了更全面、
更准确、更深刻的理解。

下一步，白石街道将依托法德讲堂
载体，广泛开展专题讲座、普法宣讲等形
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唐安 周传山 摄影报道）为
确保全区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开好局、起好步，今年，凤凰台
街道根据辖区实际，制定《开展安
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
行动的实施方案》，将安全隐患找
准找全作为排查整治的第一要务，
通过划分区域、分类监管、依托网
格三个手段，全面推进本次专项行
动，在凤凰台上下形成齐抓安全的
工作合力，确保将安全底线红线工
作抓细做实。

划分区域，对辖区安全隐患较
多的珠玑片区开展“拉网式”排
查。针对珠玑片区物资回收和小
型仓储等企业散乱分布、新迁入企
业多、监管难度大等实际情况，组
织力量绘制网格排查“作战图”，制
定隐患登记“工作表”，开展拉网式
排查，掌握第一手资料。由街道应
急管理服务中心牵头，组建4个安
全隐患排查工作小组，将珠玑区片
划分为6个网格区域，利用一个周
的时间，以“院落”为排查单位“登
门入户，不漏一室”。截至目前，共
摸排93个“院落”房东，387家“小
作坊式”企业，登记安全生产隐患
点位39处。

分类监管，加强对专业市场、
农贸市场、商场超市等人员聚集场
所的排查。针对辖区专业市场、农
贸市场、商超超市等人员聚集场所
消防安全风险突出的实际情况，街
道明确了抓住市场主办方、商超经
营方这个“牛鼻子”的工作思路，抓
实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主体责
任。一方面，召集辖区27家市场主
办方、商超经营方主要负责人，召

开安全隐患排查整改专题会议，要
求重点对经营范围内存在的泡沫
夹芯板建筑、消防通道疏通、夏季
用电安全等消防安全隐患进行全
面排查。另一方面，联合区应急管
理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以及区消防大队，对辖区4
个农贸市场开展联合检查，对排查
出来的违规使用瓶装液化气、电器
线路违规敷设等问题，第一时间反
馈给市场主办方，及时将主体责任
和监管压力传导到位。目前，街道
已累计排查泡沫夹芯板建筑17处，

面积1700多平方米，排查各类安全
隐患150余处。

依托网格，强化对各社区小门
头、小网点等“九小场所”的排查。
结合街道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按照

“横到边、纵到底”的原则，在各社
区架设了77个安全生产管理网格，
并以网格为单位，摸清每个网格内
生产经营单位底数。排查行动期
间，由各班子成员带队，抽调分管
科室骨干力量下沉分包社区，集中
一周时间开展“清底”行动。同时，
为辖区各生产经营单位发放《夏季

安全生产注意事项一封信》，就夏
季火灾事故多发、厂房租赁安全监
管法定义务等事项进行普及宣传，
强化警示教育效果。依托社区网
格，共计排查小微企业470余家，登
记安全隐患23处。

下步，凤凰台街道将对排摸出
来的安全问题和隐患，建立动态管
理台帐，实行分类交办整治，采取
跟踪督办解决等措施，加强统筹、
压实责任、精准发力，切实提升安
全生产工作水平，确保凤凰台街道
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

划分区域 依托网格 分类监管
凤凰台街道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清底行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梁珊）在新世界社区，有
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身着红马甲，
头戴红帽子，臂贴红袖标，穿梭在
千家万户之间,聆听、上报居民意
见，帮扶辖区困难群众，巡逻保卫
社区安全，他们就是新世界社区的
网格员们。

据悉，新世界社区党委按照
“方便管理、就近服务、责任明确”
的原则，以300户为标准将辖区划
分为五大片区、21个网格。通过公

开招聘选聘出21名专职网格员，并
通过“自荐+票选”的方式从社区居
民中选出301名助理网格员。同
时，梳理、整合周边各类资源力量，
将交警二大队、立交桥派出所、物
业公司、社区卫生服务站等30余家
单位纳入网格，有效丰富网格内
涵。积极对接街道城管、安监以及
分包科室等下沉力量，指导27名机
关人员入“格”服务，参与到社区治
理。

在新世界社区，“有困难找网

格员”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新世界
社区党委组织网格员在网格内常
态化开展“四千”大走访活动，即进
千家门、访千家情、送千家暖、结千
家亲，通过收集《意见反馈表》、坐
下拉呱“话家常”、结对帮扶“送温
暖”等方式，掌握居民困难与诉求，
梳理突出矛盾问题，及时调整工作
方向。参照网格架构，建立不同层
级、全面覆盖的QQ、微信交流沟通
群300余个，实时接收诉求建议与
问题反馈，第一时间解决居民难

题。统筹网格内各部门共同参与、
整体联动、综合处理，确保网格员
发现上报的居民难题第一时间有
人回应、后续处理有人跟进、问题
办结有人回访，实现问题解决在网
格、群众满意靠网格。

据悉，通过网格化服务，新世
界社区已累计为居民解决问题370
余个，办实事110余项。“小网格”服
务大民生已经成了新世界社区的
一个标签，网格员队伍更是成为了
新世界社区内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四千”大走访，第一时间为民解难题
新世界社区网格化服务为居民办实事110余项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牟一林）8月5日，新海阳社区联合胶
东半岛口腔医院开展关爱儿童口腔健康
公益活动，为辖区儿童进行免费口腔健康
检查，讲解保护牙齿的重要性，让儿童学
会正确的刷牙方式，掌握口腔保健常识。

本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能及时发现
孩子现有的口腔问题，提醒孩子了解龋
齿的危害，从小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
惯，而且唤起家长对儿童口腔的关注，提
高辖区居民的口腔保健意识。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胡义）近日，东台社区与烟台白石肛
肠医院共同举办了一场有关幽门螺旋杆
菌与胃癌的知识讲座。

讲座上，专家用深入浅出的讲解，让
大家了解胃病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每位
社区居民的问题做详细解答。此次讲
座，让社区居民对幽门螺旋杆菌与胃癌
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增强了社区居民自
我健康状况关注度，树立了社区居民科
学健康的生活理念。

白石街道“法德讲堂”
宣讲《民法典》

新海阳社区公益活动
关爱儿童口腔健康

东台社区
开讲肠胃健康知识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张靖）暑假期间，毓璜顶街道翡翠社
区党委立足青少年需求，邀请社区党员
人才专家烟台市蓝天环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工程师袁默涵开办“共建绿色家园、
共享美丽蓝天”垃圾分类讲座活动，引导
青少年参与到社区环境卫生保护中，提
升社区青少年的环保意识。

通过让青少年参与垃圾分类的讨
论、探究、参与、设计等形式，了解垃圾分
类的意义和标准，从而引导学生重视保
护环境，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在最
后的小组讨论环节，来自烟台二中的活
动小组提出的“乱扔是垃圾，分类是资
源，垃圾分类，有手就行”的宣传口号，被
在场的学生们评定为本场活动最佳垃圾
分类标语，也成为社区新风尚环保标语
之一。

近年来，翡翠社区党委一直致力于
辖区青少年教育建设，通过各式各样的
活动，鼓励辖区青少年共同参与社区治
理，让辖区青少年在面对人生价值实现
和时代使命担当的同时，学会将个人价
值融入时代脉搏。

翡翠社区引导
青少年参与环保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