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2星期二 责编/刘晖 文检/焦琳 街区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
员 郭莹涛）近日，黄务街道组织开展基
层党务工作者业务培训会，各社区、居民
区、改制公司、非公企业党支部共计90余
人参加本次培训会。

党建办工作人员分“三会一课”、灯
塔在线系统使用、发展党员、党员组织关
系转接、党费收缴、党费使用6个模块进
行讲解培训，并现场操作演示进行培训，
力求夯实党务基础工作。据悉，本次培
训会呈现出三大特点，即覆盖面广，街道
各领域的党务工作者均参加本次培训；
理论性强，培训中主讲人对发展党员的
流程和上级的最新要求作详细说明，对
基础党务知识作逐一介绍；实操性强，会
议既有理论教学，又有实务培训，主讲人
结合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向各位党务工
作者演示党员系统的操作。

培训结束后，党务工作者们结合
自身遇到的问题展开提问和讨论，大家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此次培训会内容
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
性，对增强基层党建业务能力推进和加
强基层党支部的自身建设，起到推动促
进作用，为 2021 年的党建工作开展打
下坚实基础。

黄务街道培训
基层党务工作者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余丽珊）为进一步凝聚榜样力量，近
日，向阳街社区对抗疫期间的优秀志愿
者进行表彰。疫情防控期间，月亮姐姐
公益发展中心的恒爱志愿服务队积极响
应，有序开展志愿服务，为打赢疫情防控
战贡献力量。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
来，恒爱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不计报
酬、不惧危险、冲锋在前，第一时间加入
社区战“疫”志愿服务队，深入居民小区
开展防疫宣传、值守、排查和消毒等志愿
服务活动，筑牢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守护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居
民一致好评。

仪式上，社区党委将一本本红色的
证书送到获奖志愿者的手中，充分肯定
他们在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的贡
献，表扬他们有所担当、有所作为的志愿
精神。

向阳街社区表彰
疫情防控志愿者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
员 颜慧）近日，航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组织开展“2021年‘军港情·心港湾’迎
新春”联欢活动，辖区80余名居民欢聚一
堂，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伴随着欢快、喜庆的腰鼓表演，联欢
活动拉开序幕。社区腰鼓队的演员们身
着鲜艳服饰、踏着欢乐的鼓点，向观众传
达对幸福生活的热爱。随后，来自社区
舞蹈团献上《红枣树》、《我的祖国》等优
美的舞蹈；风信子合唱艺术团和航院合
唱艺术团演唱《打靶归来》《红河谷》等
经典曲目；萨克斯公益班和葫芦丝公益
班的学员表演了《梦中的额吉》《小夜
曲》等器乐演奏节目，现场歌声、音乐
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最后全场大
合唱《共筑中国梦》将联欢活动推向高
潮。活动最后，航院社区党委书记刘媛
媛向社区居民献上新年祝福，表达新年
祝愿。

活动营造了欢乐、喜庆、祥和、文明
的节日氛围，也为居民文艺社团提供了
展示平台，提高了社区居民参与文化活
动的积极性，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
化生活。

航院社区开展
迎新春联欢活动

为做好极寒天气下市民“菜篮
子”保障工作，幸福街道所辖烟台
宏达实业总公司党支部，提前谋
划，指挥所辖的幸福蔬菜批发市场
和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第一
时间做好货源运输与储存任务，安
排专人动员两大市场的各大业户，
提前调运蔬菜、粮油、水产品等货
源的储存工作。由于受到连续降
雪影响，车辆运输存在极大的不确
定性，宏达实业主要负责同志亲自

召集市场里的经营大户，动员安排
蔬菜、水产品的储备和调运工作，
帮助解决在联系货源、运输、储存
中的困难，同时安排市场里的所有
工作人员全天候上岗，清扫积雪，
记录蔬菜、水产品的来源，开展抽
检、测量体温等工作。

据统计，受天气影响，幸福蔬
菜批发市场各种蔬菜每天销售总
量在400吨左右（正常天气下，市
场每天销售量为600吨左右），市

场的耐储存蔬菜总量达 600 多
吨，基本保证市区百姓的吃菜需
求；粮油米面平均每天销售约100
吨，市场内粮油米面储存量共计
1000吨左右，粮油米面价格基本
稳定。九田市场每天的水产品总
销售量为40吨左右，目前库存冷
冻水产品达 1000 多吨，包括刀
鱼、鲅鱼、鲳鱼、鱿鱼、偏口鱼、还
有各种虾类、蛸等，数量与品种丰
富充足，完全可满足目前的市场

需求，价格方面比去年同期相差
不大。

严寒天气里，幸福街道要求在
抓好两大市场疫情防控的同时，确
保粮油果蔬与水产品的充分供给，
抓好市场安全，确保各个运输通道
顺畅，加强与市场经营业户的沟通
对接，全面提升“菜篮子”稳运保供
能力，为市区人民把好生活必需品
的质量关，为群众温暖过冬做好物
资保障。

全力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幸福街道心系民生，雪天送菜上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讯员 毕亚楠 摄影报道）为积极应对极寒天气，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连日来，幸福街道高度重视，多措并举，全
力储备各类过冬物资，开展入户走访排查，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真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为保障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幸
福街道第一时间启动极寒天气
应急预案，健全应急措施，抽调
年轻骨干力量组建应急保障队
伍，随时待命，遇到突发事件第

一时间处置。组织各社区和改
制公司立即深入辖区，对群众冬
季取暖情况和生活物资储备情
况进行全面的拉网式排查，对独
居、孤寡、残疾老人、精神病患

者、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进
行重点关注。

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
储备棉衣、棉被等御寒物资，确保
生活困难、生活无着落等人员应急

救助，坚决杜绝出现冻死冻伤情况
发生。通过公示栏、社区微信群滚
动宣传，及时发布极寒天气预警信
息，提醒居民群众尽量减少出行，
确保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接连几天的降雪，给社区居民出
行、办事带来极大不便，尤其是老年
人，出门买菜都是难题，幸福街道永
和社区急百姓所急，送菜上门，解群
众燃眉之急。趁着中午休息，永和社
区党委书记陈怡霏和社区斐霏爱心
服务队的队员们一起，到菜市场采购
蔬菜和鸡蛋等生活必需品，看望辖区
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

陈怡霏介绍说:“社区爱心服务
队有37名队友，主要是走访慰问困
难弱势群体，送温暖、送健康，帮扶
救助困难学生等，每年冬季，我们都
会重点走访空巢、行动不便的老人，
帮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社区83岁空巢老人王锡英，老
伴多年前去世，靠国家低保和遗属
补贴生活。斐霏爱心服务队的志愿
者们经常到老人家看望，问寒问暖，
老人心里很是感动。“我7天没出门
了，大冷天社区来送菜，我心里热乎
乎的。”王锡英激动地说。

天气虽冷，但因为有了这些一
心为群众着想的社区工作人员和爱
心志愿者们，为大家解道路不畅难
题，消出行不便之忧，老百姓的心里
都是火热热的。

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全面摸排

储备物资，确保市民“菜篮子”供应

雪天送菜上门，社区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员 潘婷婷）近日，塔山社区组
织召开 2020 年民需项目评议大
会，对62个完成的民需项目实施
成效进行综合评议打分。作为“五
步闭环”民需项目工作法中的最后
一步，塔山社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坚持“四公开”原则，并接受居民群
众的监督，让群众成为评价项目实
施效果最大的发言主体。

按照“五步闭环”流程，对62个
民需项目分别进行评议。首先，自
我评：由认领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对
认领的项目从完成程度、自己是否

满意等方面陆续进行初步打分；其
次，社区评：由社区7名“两委”成员
对62个项目进行集中综合打分评
定；最后，群众评：由40名社区党员
群众代表、项目的受益群体对项目
进行满意度的综合打分评定。按
照三方评议各占20%、30%、50%
的比例和最终得分情况，确定12个
优秀民需项目。

最终群众评议出12个优秀民
需项目，分别是“为社区孤儿奶奶家
换通风门”项目——市商务综合执
法支队；“社区疫情防控点执守”项
目——市商务综合执法支队；“户外

休闲椅、棋牌桌日常维护”项目——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供志愿服务
积分兑换物资”项目——市红十字
会；“修剪奇山路柳树枝”项目——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17大集
免费送画报”项目——市机关幼儿
园；“社区法律大管家”项目——市
中级人民法院；“红色小院”项目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红星闪
耀”暑期公益夏令营项目——青鸟
计划；“老年人趣味运动会”项目
——普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花饽
饽”公益培训课项目——市计划生
育协会；“太极拳公益培训班”项目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项目评议大会结束后，社区向

群众代表发放2021年民需项目征
集意见表，征集大家对社区活动、
社区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现场
征集群众需求27个。

此外，结合网格长近日入户走
访工作，入户征集居民需求31个，
到目前已累计征集居民需求 58
个。下一歩，塔山社区将把收集到
的群众需求梳理形成2021年为民
服务项目，按照“五步闭环”工作法
的流程，对民需项目进行认领、实
施、评议，形成长效机制。

塔山社区评出12个优秀民需项目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王樱霖）2020年，中正社区
在党建引领下，探索“社区老年互
助服务模式”，联合普德社会组织
开展“花甲如花·香飘万家”老年互
助服务模式创新实验项目，分为

“花正开”“花正香”“花正美”“花正
好”四个部分，以老年人为主体、以
兴趣小组为切入点孵化社区社会
组织，搭建协商平台，为老年人的

健康养老营造安全、友好、和谐、包
容的氛围。

“花正开”部分主要以开展兴
趣小组特长班为主，社区联合社会
组织开设国画、太极拳、插花、烘焙
兴趣课堂，引导各兴趣小组开展多
次活动，为社区老年文艺爱好者提
供展示自我、互相交流的平台，丰
富老年居民的精神生活。

“花正香”部分主要依托中秋、

国庆、重阳等传统节日开展活动，
已开展DIY月饼、孝老集体生日会
等活动，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
活动，扩充社区老年人的社交网
络，增强老年居民的社区认同感。

“花正美”部分主要以民主协
商为主，社区组织志愿者、楼长、党
员代表等，就居民关心的卫生、治
安、公共设施等问题进行协商，合
力打造安全、和谐、互助的友好社

区。
“花正好”部分以成立老年志

愿服务队为主体，充分挖掘社区
老年志愿者资源，促进老年人的
社区参与度，激发老年人的参与
意识，并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为
老志愿服务，为独居老人安居服
务、入户为高龄老人安装防滑垫
等，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与归
属感。

中正社区实施老年互助服务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