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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检察院走访慰问
贫困家庭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李华 摄影报道）

为全面掌握贫困群众温暖过冬、
安全过冬情况，持续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近日，区检察院组织帮
扶干警深入莱山街道朱塂堡村
13户居民家中开展“一对一”走
访慰问。

活动中，检察干警为13户
居民送去了防寒大衣、大米等御
寒物品和生活必需品，详细询问
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和生产生
活情况，深入了解其越冬物资储
备情况并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送去了党和
检察机关的慰问关怀。同时，认
真听取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意见
建议，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

解甲庄街道上榜
省级文明单位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李冰 通讯员 孙静媛）近日，山
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发布
《关于命名表彰省级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的决定》，解甲庄街道
榜上有名，这是继“省级农业产
业强镇”后，该街道获得的又一
殊荣。

为全面推进街道精神文明
建设相关工作，解甲庄街道成立
以党工委书记为组长的精神文
明建设领导小组，深入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全面加强对辖区精神文明建设
的组织领导。严格落实精神文
明建设主体责任，不断夯实村级
班子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
地位，充分调动了群众传递社会
正能量的主力作用。将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纳入领导班子会议
内容，纳入日常考核，定期研究
部署，不断强化推进，激发了全
体干部干事创业、拼搏进取的良
好精神面貌。

2020年以来，解甲庄街道
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下大气力进
行综合环境卫生整治，积极推进
志愿者服务体系，在每个村建立
志愿者服务队伍，不断扩大志愿
服务范围。持续做好精神文明
宣传引导，在主要道路、村出入
口、活动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
加大公益广告宣传覆盖面，形成
了良好的精神文明氛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王小群）一座座
拔地而起的商务楼宇是城市的
靓丽“风景线”，也是衡量一个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
志。这些商务楼宇是经济发展
最活跃之地，也是新经济组织、
科技企业和各类人才最集中的
场所，已然成为“竖起来的社
区”。近两年，初家街道立足实
际，深入思考，积极探索楼宇党
建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打造

“红动楼宇聚力迎春”党建品
牌，把楼宇“竖起来的社区”的
功能落到实处。

摸清底数需求
明确服务靶向

初家街道工委制定《楼宇党
建工作提升方案》，成立楼宇党
建工作领导小组，印发《致初家
街道商务楼宇企业的一封信》，
面向楼宇企业和员工，宣传楼宇
党建工作的意义、目的和服务范
围，为下步成立楼宇党组织奠定
坚实基础。在迎春大街沿线7座
商务楼宇、3家商业综合体进行

“地毯式”摸排，依托线下走访调

研与线上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详
细了解楼宇各企业需求，摸清楼
宇“经营状况、职工人数、组织设
置、党员数量、业主身份”5项底
数，排查出楼宇党组织20多家，
口袋党员、隐形党员30余名，收
集企业服务需求3大类20余个，
涵盖信贷政策、人社政策、商务
礼仪、会议场所等等。

在摸清各个大厦党员底数、
党组织情况及党建需求后，街道
党工委决定在党员最集中、党组
织最成熟、物业管理最规范的润
华大厦开展党组织进楼宇试点
工作，同时积极联系企业、党员，
向党员分析形势，介绍楼宇党组
织功能、特色活动，吸引党员主
动加入党组织。

党旗插进楼宇
筑牢组织堡垒

在做好党员组织关系转
入、党务工作者培训、“三会一
课”指导督查等工作的基础
上，初家街道工委依托润华大
厦置信物业，率先成立润华大
厦党支部，将润华大厦楼宇企
业内 21 名零散的党员凝聚在

一起，选出党支部书记，选派
党建指导员。同时积极协调
物业，免费提供 106 平方米的
服务用房作为润华大厦楼宇
党群服务驿站，面向全体楼宇
职 工 和 楼 宇 党 组 织 无 偿 开
放。街道以高标准精心打造
驿站，设置休息区、阅读区、会
议区，为整栋楼宇职工提供了
一个公共“会客厅”。

活动室建成后，党员们在同
一个党组织参加组织生活，面向
同一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
步提升了党员的归属感和责任
感，让党员重新找到了“家”，让

“初心”得以安放。

整合服务资源
助力企业发展

为有效凝聚各类组织、各类
群体、各类资源，促进带动更多
企业参与楼宇党建，润华大厦置
信物业牵头楼宇内13家党支部
成立“润华大厦大党委”，企业性
质涉及金融、证券、保险、工程、
商贸、卫生等各个行业。大党委
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共同商
讨润华大厦楼宇党建联建工作，

讨论解决职工需求难题，进行资
源共享。目前已召开大党委会
议两次，推动解决了2号楼职工
快递收取不便、道闸车辆拥堵等
难题。

前期调研中企业反馈的问
题，初家街道党工委整合区人社
局、区妇联、银行等机关企事业
单位和社区“双报到”单位资源，
联合推出“问企需•解企忧•助企
兴”“防范非法集资”“防范金融
诈骗”系列服务活动，先后面向
楼宇企业举办了人社政策进楼
宇宣讲会、单身贵族相亲会、劳
动保障法律法规宣讲会、银企对
接会等多项活动，相亲会促成3
对青年牵手成功，宣讲会累计邀
请100余家企业共同参与，为企
业解决了实际难题，获得了良好
反响。

下步，初家街道将进一步完
善楼宇党建工作模式，协调各方
资源，组织更多惠及企业、惠及
员工、惠及居民的活动，打造“立
起来”的党建经济新高地，“竖起
来的社区”党建新模式，让“红
色”楼宇成为迎春大街靓丽的风
景线，为实现“典范之区”发展新
跨越贡献力量。

莱山街道全力清雪保畅通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睿 通讯员 王勇亮）近日，我
区出现大范围降雪、强降温和大
风。为应对此次降雪，莱山街道
科学配备扫雪除冰车辆、设备，
落实好人员，备齐备足扫雪除冰
物资和抢险工具，切实做到预案
措施、物资保障、应急队伍到位，
保障辖区群众安全出行。

本次清雪行动，莱山街道出
动环卫工80人、农村（社区）600
余人、雪铲5台、各村铲车18台，
对辖区民生大街、沟莱线、民裕

大街、老烟乳线、林门线、郝金线
等主要道路开展了专业化清雪
除冰工作，确保达到“三净、四
无、三不”的清雪标准，保障辖区
内正常秩序。

莱山街道机关党员干部不
畏严寒，积极主动、相互配合、
齐心协力，尽管户外气温很低，
雪也一直在下，大家的脸都冻
得通红，但手中的扫雪工具却
都不停地挥舞着，呈现出一派
热火朝天的景象。各村“两委”
干部、党员、志愿者率先垂范，积

极对村内主干路及公共区域积
雪进行清扫，大家冲在前、干在
先，战严寒、斗冰雪，分工有序，
拿着铁锨和扫把，干得热火朝
天。很多村民也被这种热情干
劲所带动，纷纷参加到清雪行动
中来，大家齐心协力清扫道路两
旁的积雪，确保村主干道路的干
净畅通，也为寒冷的冬季增添了
丝丝温暖。

在清雪的同时，莱山街道相
关部门第一时间对辖区重点区
域进行重点巡查，对街道辖区的

学校、蔬菜大棚以及企业进行走
访，查看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建
立健全应急通信网络，确保24
小时信息畅通，实时掌握信息，
实时调度，第一时间应对各类突
发事件，保证辖区内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与财产安全。

下一步，莱山街道将持续关
注天气变化，紧盯降雪态势，全
力实现"随下随清、随有随除、雪
停路净"的工作目标，努力为群
众创造交通顺畅、整洁有序的良
好出行环境。

台湾村社区组织老年大学结业典礼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衣文萍 通讯员 王洪艳 摄影报
道）近日，由黄海路街道、台湾村
社区主办，红苹果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承办的“春风祝瑞•同心逐
梦”台湾村社区老年大学结业典
礼暨迎春联欢会顺利开展。

联欢会一开始，先由台湾村

社区双报到单位结合与台湾村
社区合作的多个惠民项目进行
了总结和梳理，并对台湾村社区
老年大学结业表示祝贺。“我们
社区就是要成为老年人‘教，学，
乐，为’的重要基地。”台湾村社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老年大学的班级学习成果

展示阶段是本次联欢会的重头
戏。首先葫芦丝班为大家带来
了葫芦丝合奏《萍聚》，大家欢聚
一堂，笑语连连，每一位学员都
精神饱满，气势十足。特别节目
是葫芦丝班刘晓艳老师带来了
葫芦丝独奏《蓝色的香巴拉》，带
领大家触摸了蓝天白云，感受了

高山雪地。接着情系书法，书法
班学员带来了自己书写的《沁园
春•长沙》，带大家领略书法之
境。随后合唱班学员带领大家
回顾经典，带来《红歌联唱》。他
们姿态优美，感情饱满，每一首
歌曲，都让人寻味，让人难忘。
合唱班于建华老师带来独唱《前
门情思大碗茶》，把联欢会推上
了高潮。最后葫芦丝班带来合
奏《龙的传人》，给展示环节划上
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黄海路街道相关负责人为
各班老师颁发台湾村社区老年
大学老师聘书。随后，由社区书
记为每个班级无私奉献的优秀
班长颁奖，并由单位领导和各
班老师为每一位辛苦学习与付
出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通
过本期社区老年大学的学习，
学员们能积极参加到社区活动
中，能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丰富了自己的社区文化生
活，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为
建设和美台湾村贡献出自己的
一份力量。”台湾村社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初家街道探索楼宇党建工作新方法、新路径，打造“红动楼宇聚力迎春”党建品牌——

为“竖起来的社区”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