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回尧街道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街区2020.9.17星期四 责编/刘晖 文检/孙修悦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晓娜 通讯
员 阎佳）为丰富党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引导党员坚定理想信念，激励广大党员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新接力中
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近日，世回尧
街道机关党总支组织全体党员集中观看
爱国主题电影。

此次观影活动进一步激发了全体党
员的爱国热情，参与观影的党员同志纷
纷表示，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中，将充分
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加强烈的责任心
和紧迫感，凝心聚力、开拓进取，为推动
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张梓钰）今年，奇山街道立
足党建引领，聚力多元共治，充分
发挥党组织对基层社会治理的领
导核心作用，以区域化党建为重
点，依托驻区企事业单位、“六联六
促”和“双报到”单位、社会组织等
党组织，构建“红领奇山·六心惠
民”党建共治体，努力构建各类服
务资源相互联动、相互补充、相互
支撑的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街道依托党建共治体，建立街
道区域化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积极对接与议题相关的区直职能
部门主动参与，每月一次围绕大
事、急事、难事，统筹研究、整体推
动、共商共治。建立社区共建议事
会议制度，由分包社区班子成员负
责召集，推动交警、消防、派出所、
业委会、物业公司、“双报到”和“六
联六促”单位等，共同参与制定活
动清单、需求清单、资源清单、项目
清单“四张清单”，对照清单开展认
领服务，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
好氛围。

以网格党支部为支撑，将现有
分散的治理力量、系统平台、管理
网格等进行优化整合，多网融合、
一网统筹，实现“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张网”。按照“一格一支部、支部
建在网格上”的目标，形成“街道党
工 委 —— 社 区 党 组 织（大 党
委）——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
组”纵向管理链条，构建以社区党
组织为核心，网格党支部为主体，
居委会主导，业委会、物业公司、驻
区单位、社会组织、居民群众等多
方参与的“一核多元”共治共享机
制。

推广“1+3+N”模式，配齐配强
网格力量。“1”是成立街道党工委
书记牵头、街道班子成员分包联
系、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负责的一
个“网格化”街域党建管理机构；

“3”即每个网格党支部配备1名社
区“两委”成员担任党建指导员、1
名社区工作者担任党建联络员、1
名模范党员担任网格党支部书记；

“N”代表党小组长、楼栋长、党员志
愿者、网格信息员、物业和社区民

警等社会参与力量，全面落实网格
员“大事小情”收集、社区排查协
调、街道统筹解决三级工作机制。
探索将机关年轻干部、“双报到”党
员、“两代表一委员”等匹配进楼
栋，常态化服务，调整优化楼片长
队伍。

全面推行“网格小党校”活动，
根据网格居民需求及党员兴趣爱
好，开展“微党课”“微公益”“微服
务”等主题活动，满足社区党员群
众多元化需求，提升社区党员群众
认同感和归属感，有效实现“党员
情况掌握在网格、党员学习教育在
网格、党员活动开展在网格、党群
关系融合在网格”。完善党群议事
会、党务公开、群众意见征求通报
等制度，形成“组织联系党员、党员
联系群众”的党群议事、调解工作
方式，将党建工作与网格服务、社
会治理、文化活动结合起来，构建
起网格党员、居民共同参与的服务
管理新格局。

以先锋党员模范带动为示范，
推动“红领书记”进社区，街道选派

8名优秀年轻干部、选聘居住在辖
区的区直部门、“六联六促”和“双
报到”单位党员干部为“红领书
记”，协助社区强管理、优服务，形
成“红色引领、为民便民”的党建引
领社区治理新格局。探索党建引
领红色物业工作, 聚焦群众反映
强烈的城市社区物业管理问题，建
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
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四位一体”工
作机制。强化“一切工作到支部”
理念，推进商务楼宇、商圈市场等
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全覆盖。依托
134楼宇商圈党建工作机制，以组
织联设、队伍联管、阵地联建、活动
联办、服务联送为抓手，探索创新
非公党建工作新路径。加强社区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创新社区党建
工作载体，依托“双报到·双服务”
活动，结合群众需求和工作实际，
打造自身特色亮点，不断深化具有
奇山特色的社区党建服务品牌，努
力构建各类服务资源相互联动、相
互补充、相互支撑的城市基层党建
工作新格局。

立足党建引领 聚力多元共治
奇山街道以区域化党建为重点，构建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郭小鹏 摄影报道）昨日
下午4：45，葡萄山小学门口挤满了
接孩子放学的家长，记者看到，2名
来自爱未来公益志愿发展中心的志
愿者，穿着红色马甲、举着引导旗也
在门口等待。据介绍，为确保孩子
路上安全，每天都会有2名志愿者在
学校门口等候孩子放学，然后列队
送到航院社区党群活动中心。

随着全市中小学开学，历时30
天的航院社区“红色夏令营”正式
结课，“小海军学堂”随之上线，真
正实现了学生看护的无缝衔接。
回顾30天的夏令营生活，热闹的联
欢晚会、多样的特色课程、丰富的
观学体验，成为了过去的这个暑期
里孩子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航
院社区党委书记刘媛媛说：“这个

假期，社区党委组织了丰富多彩的
青少年活动，将红色教育贯穿始
终，先后走进胶东革命纪念馆、烟
台市博物馆，打造社会实践、职业
体验等特色活动，从小为孩子树立
起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据悉，同属于“航院学堂”子品
牌的“小海军学堂”，致力于解决社
区孩子放学后无人照看等困难，形
成完整社区托管教育链条，为孩子
成长打造温暖健康的社区环境。
项目负责人颜慧介绍，在经过业务
主管部门和疫情防控部门许可后，
从9月14日起恢复开办社区“小海
军学堂”，主要面向户籍属航院社
区的1至5年级在校学生，包括课
业辅导、兴趣培养、习惯养成等多
种服务内容。

据了解，受上半年新冠疫情影

响，负责课业辅导的大学生志愿者
尚未到位。为保证顺利开班，社区
通过组织孩子家长成立“教学组”，
排出值班表，轮流承担前期课业辅
导工作；热心公益的毕业大学生组
成“兴趣组”，负责音乐、手工、美术

等青少年特色课程；接送看护工作
则由爱未来志愿者组成“护航组”
负责。在征求家长意见后，目前开
放时间为下午 17:00—18:30，如
有拓展活动，时间则会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航院学堂”用心打造特色课堂
致力解决社区孩子放学后无人照看问题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苏倩 摄影报道）为切实做
好三年安全整治工作，近日，黄务
街道联合各居民区（社区）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旨在有
效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保障广大
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在于
查隐患，重整改。由街道分管领导
带队开展专项检查工作，按照“一
岗双责”的要求深入一线，针对辖
区涉爆粉尘、危险化学品重点企业
进行电路安全检查；针对辖区加油
站进行消防安全大排查，全面提升
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安排包居领
导进社区，带领社区安全生产协管
员深入辖区生产经营单位，逐家督
导经营单位开展自查，要求经营单
位健全完善消防安全监管台帐，明
确监管责任主体，建立消防安全网
格化全过程的实时、动态和有效监
管的长效机制。

尤其是针对九小场所、居民区
燃气使用方面，街道重拳出击。对
使用天然气、液化气的居民、餐饮
业进行地毯式走访，并对检查的商
户进行逐一登记，建立台帐，对未
使用规范厂家燃气的商户第一时

间责令更换，并建议商户安装燃气
报警器，配备消防器材，制作了《九
小场所燃气、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督促燃气使用者定期检查并及时

更换零部件。对燃气设备、运输、
储存、使用安全和消防安全情况进
行拉网式排查。此次检查目的主
要是向餐饮经营企业强化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意识，引导广大消费者
正确掌握安全防范知识。同时，建
立快速反应机制，确保一旦发生事
故或突发事件能够妥善处置。

黄务街道开展消防安全隐患大检查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曲承静）近日，大东社区党总支联合
红苹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了“创意
手工 贝壳拾忆”活动，邀请社区居民一
起感受大海的气息，体验手工制作贝壳
画的无限乐趣。

活动当天，工作人员早早准备好了
贝壳画的制作工具和材料。五颜六色的
贝壳，形态各异，在手工老师的指导下，
居民们齐动手制作属于自己的贝壳画。
粘贴构思、造型选色……大家充分发挥
想象力，漂亮的小石子、贝壳等饰品被巧
妙地粘贴起来。一个小时后，一幅幅造
型各异、色彩不一的手工贝壳画呈现在
大家眼前。

通过此次手工活动，不仅丰富了社
区居民的业余生活，还为邻里之间搭建
起互动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增进彼此
的情感交流和联系，为创建和谐社区营
造了良好氛围。

大东社区
开展创意手工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郭琳）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营造浪
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官庄社区
党支部以“响应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
费”为主题开展相关宣讲。

宣讲中，官庄社区负责人倡导餐桌
文明行为，培养勤俭节约的餐饮文化，持
续深入推进“文明餐桌”行动。同时，向
全体党员发出倡议，树立光盘观念，践行
光盘行动，传递光盘理念。党员们纷纷
表示，一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从自身做
起，从现在做起。

官庄社区
推进“文明餐桌”行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穆罡）富甲社区党员分布各个行业，
为了能够更好地让支部党员参与党支部
的“三会一课”，近日，社区党支部班子讨
论商议实行夜间制度，利用党员晚上空
余时间，开展党员“三会一课”相关活动。

通过晚上开展会议，党员能够有充
裕的时间参与到党组织活动中来。支部
共有党员55名，平常在工作日开展活动
参会率低于30%，经过调研走访征求党
员意见，党支部将会议时间定在晚上7
点，参会党员达到35名以上，参会率极大
提升。同时，充分调动党支部自身和“双
报到”单位资源，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主
题活动、优质党课，调动支部党员的积极
性，让学习教育有温度、党内活动有力
度、流动党员管理有精度、党员作用发挥
有广度。

富甲社区
实行党员夜间学习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