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3星期三 责编/刘晖 文检/焦琳 街区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
员 伟青）为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拉近
社区和辖区居民的距离，近期，大疃社区
联合“双报到”单位对辖区贫困家庭开展
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及时送到居民手中。

走访人员对辖区困难家庭进行入户
走访，为他们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
走访中，与困难群众进行交流，详细了解
他们的生产、生活、子女上学以及身体健
康状况，倾听他们的诉求，让他们感受到
社区大家庭的浓浓关爱。同时，叮嘱他
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如果有困难就找
社区，社区一定尽力提供服务。鼓励他
们树立脱贫信心，使他们明白通过自己
的勤劳努力和政府社会的帮扶，一定能
克服困难，不断改善生活条件。

下步，大疃社区将继续加强与双报
到单位之间的联系，服务社区居民，建立
健全长效帮扶机制，定期开展走访慰问
活动，切实营造良好的帮扶助困社会环
境。大疃社区将用实际行动把社区的关
怀和温暖送到最需要关爱的家庭中去，
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促进社区和谐稳
定。

大疃社区开展
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娜 通
讯员 纪宁）前几日的大雪天气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不便。上尧辖区内有平房
区，寒冷的冬日因无集体供暖，需要在
自家内燃烧煤块取暖，而封闭的空间
不利于二氧化碳的挥散，如果缺乏这
类防护知识，将会对这些居民的生命
健康产生很大影响，如何确保居民安
全取暖，成为上尧社区工作人员心中
的一大担忧。

近日，冒着刺骨的寒风，上尧社区工
作人员对辖区内平房区进行逐户查看，
发放预防煤气中毒的宣传页，检查煤炉
设置是否合理、烟囱的安置及进风口是
否妥当，并叮嘱居民定期清理煤炉以及
配套设施，以保证通风口的通畅。如果
出现堵塞漏气现象时，必须及时清理和
修缮，使用中要经常利用通风设施进行
通风，防止空气闭塞，导致煤气中毒发
生。

2个小时的寒冬之行，既解了工作人
员的忧，又温暖了居民的心。

上尧社区入户宣传
冬季安全取暖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雅琪）为进一步丰富网格员的文娱生
活，感谢辖区网格员们的辛苦付出，近
日，胜利路社区开展“关爱网格员 鲜花
献给您”插花活动。

活动现场，插花培训师从挑选花
束的诀窍、工具使用、插花的技巧、色
彩搭配、注意事项等方面，为大家进行
深入浅出的现场讲解，一边讲课一边
指导网格员们亲手操作，在网格员们
精心的搭配下，一件件独具韵味和饱
含深意的艺术作品应运而生，现场氛
围温馨浪漫。

网格员是社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员。去年以来，胜利路社区全体网格员
不仅在社区打造的“惠民连心 爱在胜
利”品牌工作中表现突出，而且在社区疫
情防控第一线一直有着他们辛苦的身
影，为建设和谐社区贡献力量。下一步，
社区将不断开展关爱网格员系列活动，
激发网格员服务社区热情，为社区今后
的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胜利路社区
关爱网格员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王元强 摄影报道）世回
尧街道世学路社区坚持用党建引
领激活基层组织细胞，围绕构建五
步闭环民需项目服务体系，探索

“加减乘除”社区治理工作法。巧
用“加减乘除”这枚绣花针，穿起基
层治理千条线，着力打造“睦邻益
家·文明世学”社区品牌。

做好“加”法
提升社区服务质量

世学路社区主任张丽丽介绍，
社区开展“把办事大厅当做议事
厅，把办公桌当做议事桌，把自己
当做议事员”的“三个一议事”活
动，鼓励社区工作者以居民需求为
导向，深入居民中开展民需服务。

据了解，在加强阵地建设上，社
区依托党群服务中心，进一步优化
党员教育、法律调解、心理咨询、农
家书屋、4点半学校等活动室功能，
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各类需求。

不断创新社区服务方式，通过
开设“睦邻世学”微信公众号、社区
QQ 群、楼长群、小区居民群，以

“新、特、快”线上服务居民的模式，
随时了解群众困难，快速响应居民
需求，让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
生活上遇到的难题。

通过点亮“红色光源”十百千
工程，整合现有的协会组织、义工
和志愿者，进行专业化培训，着力
培育本土社会组织。目前，社区共
培育“一米阳光”“春风化雨”等社
会组织8个。疫情期间他们卡口值
勤、分头送菜；创城期间走街串巷，
清理垃圾，宣传创城；人口普查时

担任普查员，协助社区进行普查登
记。按照区科协科技志愿者助力
社区建设的要求，志愿者深入街头
巷尾开展科普启明送健康活动，宣
讲疾病预防健康保健知识。

做细“减”法
优化为民办事流程

加快“一岗制”到“全科制”的
转变，在社区服务大厅设置 3 个

“全科社工”综合服务窗口，整合
服务项目，优化办事流程，减少中
间环节，压缩办理时间。全面公
开服务事项和办理指南，及时受
理群众服务事项，将不能马上解
决的居民意见诉求形成台账，分
类汇总后，由社区大党委开会研
究制定解决方案，并将办理结果
及时反馈给居民。

大力推行网格化服务，按照
“网格长——网格员——楼片长”
的模式，实行网格化管理，安排网
格员通过“实地走访”的形式，收
集民情民意，由窗口式服务向“走
动式服务”转变，为居民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实现让居
民少跑腿、不跑腿。通过网格化
走访，将辖区居民的走访信息形
成台账，对特殊家庭用特殊符号
标识，便于后期“一对一、点对点”
开展服务。

通过“学习强国APP＋微信公
众号＋QQ群众之家＋短信群发平
台＋远程教育”等电子信息平台，
实现社区、政府、居民三方互动交
流，打通信息交流渠道，让民声民
意能及时得到倾听和回复，为民排
忧解难。

做深“乘”法
整合资源互融共建

打造“睦邻益家·文明世学”党
建品牌。以社区党委为核心，成立
社区“红心联盟——大党委议事
会”，将双报到单位、驻区单位等纳
入社区党建范畴，全面推行“需求、
资源、项目”三张清单，按照项目化
的方式提出共建单位的服务群众
项目清单，实现资源统筹、服务共
享。同时，以“三个一”要求大党委
成员，即“共办一件实事”“共建一
个项目”“共过一次主题党日”，全
面进行沟通，及时响应居民诉求。

创新社区“微治理”模式。依托
社会组织、专业社工、社区领袖“三
社联动”，在社区形成微型议事会，
以便民服务、志愿服务为着力点，通
过提供“微服务”的方式，直接对接
居民需求。为进一步加强“书香社
区”建设，社区联合区科协、鲁东大
学开展“科普启明，图书漂流”活动，
引导居民多读书、读好书。

提升社区现有资源力量，对
268名楼片长、志愿者进行能力培
训，针对他们所承担的项目，为他
们提供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培训
课程，创造更高更好的发展平台。

做实“除”法
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世学路社区联合双报到单位、
派出所、城管、物业及群众领袖，依
托民需管家服务站，成立“睦邻世
学”居民协商议事会，为居民搭建

“大事小化，小事细化，民事民说、

民事民议、民事民商”的参事议事
平台。佳隆学府铭座小区为小高
层建筑，不少居民反映楼道内乱堆
乱放、电动车停放充电等问题，存
在极大的消防安全隐患。经过社
区议事会协商，决定联合物业、城
管、派出所等部门采取整治行动，
及时清除安全隐患。

通过“睦邻世学”阳光17议定
期召开社区治理协商议事会，多元
化零距离化解社区矛盾，做到邻里
矛盾不出“院落”，小区议事不出

“社区”。个别老旧小区没有物业，
存在下水管道堵塞、路灯不亮、缺
少健身场所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
的正常生活，容易滋生矛盾。社区
多次协商各方召开民需议事会，疏
通管道、更换井盖、修缮道路、安装
路灯、修建广场，有效解决居民“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

针对居民中存在的不文明行
为，广泛发动志愿者开展“除陋
习，倡文明”劝导行动。社区联合
区科协开展“科普启明”垃圾分类
培训讲座，宣传垃圾分类知识，进
一步营造建设“和美世学”的良好
氛围。

提升服务质量 优化办事流程
世学路社区巧用“加减乘除”，点燃社区治理新引擎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禛祎
通讯员 刘楠 宁雪 摄影报道）为引
导小学生从小树立文明、卫生、健康
的垃圾分类意识，自觉成为垃圾分
类的参与者、践行者和推动者，近
日，凤凰台街道南台社区、珠玑社区
开展“垃圾分类少年先行”系列活
动，让青少年争做环保“小达人”。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属于
可回收垃圾？什么是不可回收垃
圾吗？”主持人话音刚落，凤凰台
小学 40 余名学生争先恐后地举
手抢答道：“矿泉水瓶、废纸、玻璃
都是可回收垃圾。”在同学们的抢
答声中，南台社区普及垃圾分类
进校园活动拉开帷幕。在趣味小
游戏“破坏与修复”环节中，同学
们分为4组，每小组分到一张纸，
游戏分为两个环节进行。第一环
节比赛哪个小组能将纸破坏得更
严重。同学们纷纷聚成一堆，像
碎纸机一样，不一会儿就把纸撕
得粉碎；第二环节比赛哪个小组
能将破坏后的纸修复得更完整。
这可难住了同学们，直到规定时
间耗尽，也没人将纸恢复如初。
游戏结束后，在志愿者和老师的
启发下，同学们踊跃分享游戏收
获。林子彤同学说：“我们不能破
坏地球上的一草一木，如果破坏
了想要修复她是很难的。”潘宇轩
同学说：“砍一棵树可能只需要几
分钟时间，但是要长成一棵树，可
能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时间，
我们要保护环境，才能使她更美
丽。”一句句稚嫩的话语，点明了
环境保护这一主题。

紧接着，志愿者通过PPT、小视
频以及互动问答等方式，深入浅出
地为学生们讲解什么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现状、为什么要进行垃圾
分类、生活垃圾分为几类、生活垃
圾分类标志标准、怎样减少生活垃
圾产生等内容，让学生们学习和掌
握垃圾分类知识，遵守分类标准和
规范，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垃
圾分类知识课。

“垃圾在人们的印象中，是危
害健康的‘毒品’，是地球的破坏
者，其实只要把‘垃圾宝宝’分类、
处理和利用起来，它仍然是一种宝
贵的资源。”在珠玑社区，党委副书

记崔慧伶为珠玑小学的同学们进
行讲解。课堂上，同学们亲切地喊
她“小崔老师”，大家对垃圾分类内
容有了初步了解后，跟着小崔老师
齐声朗读垃圾分类顺口溜，“大家
一起来环保，垃圾分类最重要，可
回收物丢蓝色，有害垃圾丢红色，
厨余垃圾是绿色，其它垃圾用灰色
……”同学们踊跃参加现场互动，
积极回答垃圾分类小问题。最后，
利用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对社区准
备的废旧物品和垃圾进行现场分

类，并讲出分类原因。同学们出色
的表现让现场工作人员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

此次系列活动的举办，丰富
了社区青少年的日常学习生活，
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争做绿色环保和
垃圾分类“小达人”，以孩子带动
家庭，影响社会关注环境，让“绿
色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营造
社区“绿色环保从我做起”的良好
氛围。

争做绿色环保和垃圾分类“小达人”
凤凰台街道开展“垃圾分类少年先行”系列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