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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
全 通讯员 由超）“断头路”就像
城市路网的梗阻，让居民在出行
时无奈地“舍近求远”，给生活带
来极大不便。道路是否顺畅，既
是衡量一座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标
志，也是丈量群众心中幸福指数
的标尺。今年以来，黄务街道把
打通“断头路”工程作为体现党员
干部决策力、执行力的重要标尺，
以“等不起”“慢不得”的姿态，迅
速行动，强化执行，用最短时间啃
下“通车路不通”这块“硬骨头”，
推动解决民生问题，为辖区发展
拉开框架、拓宽空间，为居民带来
更多实实在在的便利，不断提升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通车路不通”，一直以来是
周边居民出行的一个“痛点”，也
是黄务街道历任领导干部的一块

“心病”。由于通车路上一座房屋
未能拆迁，横在路中间 11 年了，
每当车辆经过这里，宽敞的马路
就变得拥堵，尤其是港城小学落
地后，每逢孩子上下学，这里的拥
堵程度加重，周围老百姓怨声载
道。

打通“断头路”，就是打通
“民意路”。打通通车路势在必
行，这一“中梗阻”的解决，既是
畅通道路，更是畅通民心。为尽
快打破这种困境，真正实现通车
路畅通，黄务街道办事处主要负
责人带领党员干部以“起点就是

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积极与房主进行多次
面对面交谈协商，耐心解释和劝
导。最终，经过不懈努力，做通
拆迁群众及其家人的思想工作，
同意进行拆迁，为通车路更加通
畅打下良好基础。

近日，黄务街道综合执法中队
组织人员和挖掘机等机械设备，对
通车路上这栋房屋进行破拆，这一
横在道路上 10 余年的房屋被拆
除。“街道给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实
事。”拆除现场，围观群众纷纷为这
次行动点赞。通车路“中梗阻”问
题的解决，不仅改善生活环境、完
善交通体系，给道路两侧近2万居
民带来极大的出行便利，为辖区百

姓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而且道路的
畅通会进一步推动辖区城市化建
设进程，对辖区经济社会升值发展
有着深远影响，还对提升城市形象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政之要，贵在执行。通车路
“断头路”的畅通，让百姓看到了黄
务街道在加强城市建设、改善民生
民情、为居民带来便利的决心和行
动，由此而凝聚的精神、闪烁的智
慧、迸发的豪情，必将成为街道加
快高质量发展的宝贵财富。下步，
黄务街道将坚持继续强化担当、狠
抓执行，以更大的决心、更硬的作
风、更强的力度，全力推进各项工
作，用行动给区委区政府和辖区居
民交出满意答卷。

通车路上多年“断头路”打通了
黄务街道提高执行力推动民生问题解决，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员 李馥莉 姜佳彤 门笑宇 宁
雪 鞠晓丹 张梓钰）为进一步为居
民办实事、办好事，为居民营造一
个和谐、良好的居住环境，连日来，
我区多街道社区扎实开展群众生
活保障工作，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水
平，切实增强广大居民群众幸福感
和获得感。

多方联合，迅速解决
近日，有居民反映凤凰台三街

路东侧有污水外溢现象。凤凰台
街道迅速组织人员现场查看，渗水
点位于凤凰台三街路东侧一商户
门前，污水从路面缝隙中渗出。为
尽快解决问题，街道第一时间联系
市排水服务中心，经专业人员现场
排查，发现污水外溢原因系渗水点
位东侧化粪池、污水管道老化发生
渗漏，渗漏污水通过自来水管槽流
到凤凰台三街从路面渗出。要彻
底解决此处污水外溢问题，需要在
旁边小区通道口重新更换管道、重
新砌筑检查井。为避免污水外溢，
在街道积极协调下，市排水服务中
心第一时间安排人员进场施工维

修，彻底解决此处路面渗污水问
题。此次维修，共计更换管线16.5
米，砌筑检查井2座，发生费用约
3.5万元。

日前，困扰北三巷居民多日的
化粪池堵塞问题，终于在凤凰台街
道珠玑社区党委和驻辖区单位的
共同努力下得到圆满解决。珠玑
北三巷附近化粪池堵塞，巷道内污
水横流、臭气熏天，部分污水甚至
返到居民家中，严重影响居民日常
生活。经过核查，该处管道年久失
修，沉淀池已满，加上行人平时不
注意，往化粪池随意丢弃杂物引起
堵塞。珠玑社区党委与山东珠玑
实业有限公司联系，找到专业疏通
人员对多处下水管道逐个点位进
行问题排查，经过一个多小时，终
于将化粪池内沉积的淤泥垃圾全
部清理干净，从根本上解决堵塞问
题，确保管道通畅，有效预防日后
管道堵塞、进水等问题。

清除隐患，急民所急
凤凰台三街一老旧小区住宅

楼顶墙皮脱落，造成高空坠物安全
隐患。凤凰台街道南台社区第一

时间开展工作，积极协调清除隐
患，保障居民群众出行安全。经了
解，此楼房于上世纪80年代初建
造，因年代久远，部分后续施工墙
皮老化脱落，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社区党委第一时间拉起警示围挡，
张贴警示标识，并在过往路面划出
警示线，提醒居民绕道。经咨询区
有关部门，该处维修需由单元业主
共同承担。社区立即组织网格员
和楼长开展入户工作，充分征求居
民意见建议。在凤凰台房管所的
支持和帮助下，近日，施工人员进
场对楼顶松动部分进行清理，排除
安全隐患，后续待气温回升，将对
楼顶做进一步防水和修复施工。

通伸街道慎礼社区西盛街小
区一楼开了多家餐馆，居民时常
会被油烟问题困扰。社区接到居
民求助后，急居民之所急，积极联
系店家，和街道应急管理服务中
心一起到西盛街实地检查，对饭
店老板提出整改意见和要求。老
板承诺会优化油烟排放装置，尽
量减少油烟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
响，对于老板提出的整改方案，居
民均表示认可。

尽职尽责，为民解忧
近日，长生中心花园的居民们

将一面“尽职尽责、为民解忧”的锦
旗送到奇山街道办事处，对工作人
员表示诚挚感谢。据了解，长生中
心花园的4名居民反映，金沟寨菜
市场北即将新建一个垃圾压缩站，
建成后会影响3000余户居民的生
活作息及健康。了解居民诉求后，
街道相关领导第一时间到现场查
看调研，积极与来访居民沟通交
流，使其充分感受到办事处对居民
诉求的重视。目前，街道正在进一
步细化垃圾压缩站改造方案，在征
得周边居民意见的前提下，为垃圾
压缩站新点位选址，得到长生中心
花园居民的一致认可。

一面锦旗，不仅体现辖区居民
对街道工作的肯定和信任，更为街
道各项工作持续开展注入源源不
断的动力。居民们纷纷表示，街道
办事处关心辖区群众生活，处处为
居民着想，这样带着感情和责任开
展的信访工作，实实在在解决了群
众的合理合法利益诉求，为奇山街
道办事处点赞。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宋美洁）为进一步落实网格安全生产
管理责任，有效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近日，奇山街道人大工委与塔山社
区共同对辖区内C类企业进行排查，及时
整治隐患，确保辖区生产安全与平稳。

此次排查的重点是社区内容易出现
消防隐患的餐饮企业，对餐饮厨房油烟
排污管道、消防设施、安全通道周围环境
等点位进行详细查看，并要求餐饮企业
对厨房油烟道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做
好清洗台账。排查过程中，街道与各企
业负责人进行深入沟通，对检查中存在
的安全隐患当场予以指出，提醒将安全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通过安全生产再排查，一方面让辖
区企业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严格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对此次检查中
发现的个别问题立刻落实整改；另一方
面要常态化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把“亮
码、测温”等防疫措施落到实处。一手抓
安全生产，一手抓疫情防控，两手都不松
懈，确保辖区和谐稳定。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王娅宁）近日，西炮台社区联合安立
盛学雷锋志愿服务大队和烟台母亲教育
中心开展表彰和睦家庭和孝亲好儿女活
动。

活动共评选出和睦家庭10个，孝亲
好儿女17位。他们中有勤俭持家、团结
和睦的好婆婆，有勇担责任、勤劳致富的
好媳妇，有同甘共苦、夫妻和睦、尊老爱
幼的平安和睦家庭，他们的典型事迹真
实生动，赢得参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此次表彰活动，旨在大力弘扬中华
民族百善孝为先的传统美德，宣传孝亲
好儿女先进典型，弘扬孝和文化，进一步
营造家庭和睦、孝亲敬老、社会和谐的孝
和氛围。

心系群众无小事 为民解忧聚民心
我区多街道社区扎实做好群众生活保障工作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俊健 摄影报道）近期，丽都
社区联合白春社区卫生服务站开
展健康义诊进社区活动，免费给辖
区居民提供量血压、测血糖、健康
指导等医疗服务，倡导健康生活理
念与和谐文化，提高广大居民的健
康保健知识水平。

今年72岁的王女士最近感觉
身体欠佳，得知有义诊活动后，早
早来到活动现场，排队量血压、测
血糖等。“义诊既方便看病，又提高
大家的健康意识，发现哪里有问题
可以早早就医，家门口就能享受
优质健康服务，真不错。”她说。丽
都社区属于回迁安置小区，老年人
居多，由于腿脚不方便，社区里的
老人很少去医院或体检中心检查
身体，健康意识比较淡薄。社区通
过各方协调，持续将医疗服务资源
引进社区，让老人们就近享受到查
体和健康咨询服务，培养他们的健
康保健意识，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
的需求。

通过开展义诊活动，给居民送
健康，大力宣传健康科普知识，倡
导健康、文明、进步的生活方式，增
加居民对疾病知识的了解和认识，
引导居民树立健康观念、培养健康

行为、提高健康素养，携手打造“健
康幸福社区”。下步，针对辖区居
民对健康方面的需求，社区也将寻

求更多的“社区合伙人”，组建稳定
的医疗服务队伍，经常开展类似义
诊活动，极大满足居民的各类需

求，真正把健康送到居民手中，不
仅打造和谐文明型社区，更要打造
健康快乐型社区。

丽都社区开展健康义诊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张晓江 孙潇）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
区关于严明换届纪律的指示要求，从严
落实换届工作纪律学习教育，强化换届
纪律意识、压实换届纪律主体责任，营造
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近日，向阳街道召
开严明社区“两委”换届纪律专题警示宣
讲会，街道领导班子及社区全体“两委”
成员参加。

会议强调，换届纪律、选举风气关乎
换届选举成败，关系用人导向、干事导
向。做好本次换届工作，对于巩固党的
执政地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各社区须认真对照“十严禁、十不准”以
及各级关于换届纪律有关要求，依规依
纪依法开展工作，坚决不碰红线、守住底
线，确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会议要求，街道党工委要严格把好
选民登记关、候选人提名关、投票选举
关，时刻对照纪律要求进行自检自查，杜
绝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各社区党组织
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充分吸取违反换
届纪律典型案例的深刻教训，严肃纪律
约束，督导责任落实；全体党员干部要强
化法纪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毫不动摇地
严守换届纪律，始终把纪律挺在最前面，
让“底线”“红线”深入人心，确保社区党
组织建设更加扎实，党的执政根基更加
巩固。

向阳街道召开
专题警示宣讲会

塔山社区
排查餐饮企业

西炮台社区表彰
和睦家庭和孝亲好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