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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晓娜 通讯
员 刘国晖）近日，海岸路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邀请盈科律师事务所的戚莎莎
和李健2位专业律师，为社区居民举办一
场《继承法》法律知识讲座，辖区30余位
居民参加。

活动现场，戚律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大家讲解《继承法》的相关知识，使居民
熟知相关法律知识。戚律师还通过提问
的方式向居民讲解遗嘱的订立方式等知
识，引导大家进行思考和讨论，在互动中
将理论知识植入居民的头脑中。同时，李
律师引导大家围绕案例进行思考和讨论，
居民各抒己见，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居民纷纷表示，此次知识讲座从大
家关心的问题进行讲解非常实用，增强
了大家的法律意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
类实用性较强的讲座！

海岸路社区
举办普法讲座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宋晓
娜 通讯员 李苏乘）连日来，卧龙园
深入预判、精准施策，坚持三个到
位，全力做好经济指标提效提档工
作，为完成年度目标、推进区域发
展提供坚实基础和保障。

强化企业走访，确保跟踪服
务到位。围绕全面了解企业生产
经营情况，帮助解决企业在用工、
融资等方面难题，提升企业发展
内生动力，卧龙园在春节上班后
第一时间分批次、分行业对辖区
60余家重点企业进行集中走访。
针对每家走访企业，工作人员都
坚持深入车间、厂房一线，全面掌
握、详细了解企业复产复工、生产
经营、人才引用、市场拓展、技术
改造等相关情况，重点询问企业
本年度发展规划及遇到的困难。

同时，对企业面临的问题和瓶颈，
详实记录并建立企业需求清单，
安排专人对问题需求进行逐一分
解、逐一落实、逐一化解。为进一
步扩大企业走访服务范围，结合

“大走访、大调研、大摸底”活动，
园区组建 8 个工作小组，下沉一
线，调研摸底，系统掌握辖区
3069家企业真实情况，帮助企业
发现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并
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建议，鼓励企
业做大做强，加速创新升级，为经
济指标做更多贡献。

强化培训监管，确保数据统计
到位。企业上报数据存在失准缺
漏大多因企业负责人员流动性大、
专业性低造成的。针对这一问题，
卧龙园坚持早谋划、早准备，启动
统计知识培训上门服务活动，安排

工作人员面向辖区99家重点规上
企业、平台在报企业实行点对点服
务，聚焦重点及易错指标、统计口
径及技巧、专业统计制度要求等方
面进行指导培训，有效提升企业统
计人员专业知识储备及能力，提高
工作效率。同时，园区也提供24小
时线上服务，通过微信群、QQ群等
平台，随时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另外，为确保指标数据应统尽统、
应报尽报，园区也安排人员对全部
涉及企业的2020年度报表、2021
年月度报表进行多次比对审查，对
发现的问题第一时间予以修正，确
保各项指标数据的准确性、真实
性。

强化联动配合，确保政策落实
到位。做好数据统计分析、服务企
业做大做强离不开上级部门及政

策的支持。对此，园区与区科技
局、工信局等职能部门建立常态化
沟通联络机制，从领导班子到部室
负责人分层分级进行一一对接，实
时掌握上级最新要求、最新政策，
反映园区工作动态情况，争取更多
支持。围绕提升干部政策运用能
力，园区坚持将“走出去学”与“请
进来讲”相结合，在安排人员定期
靠在部门科室学业务的同时，邀请
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园区指导工
作、分析问题，共同谋划措施。在
此基础上，园区坚持精准政策“滴
灌”，通过走访、线上通讯等多种途
径，将上级出台的各项政策传达至
企业，并协助企业运用好政策，确
保充分享受红利，为企业加速转型
升级、提高区域经济指标数据质量
打牢基础。

精细数据统计 精准服务企业
卧龙园全力做好经济指标提效提档，为区域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鞠晓丹）为丰富社区文化，近日，慎礼
社区召开辖区文艺团队座谈会。

座谈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对去年辖
区文艺工作进行小结，对大家历年来在
社区表演和比赛中出色的表现给予感谢
和高度赞扬。随后，对辖区内文艺团队
活动进行交流安排，并号召大家动员身
边居民参与到社区文艺活动中来。团队
文艺骨干纷纷表示，今后要再接再厉，与
社区一起把这个民间艺术大舞台打造
好，并把社区文体活动搞得更具特色。

今后，慎礼社区将继续为辖区居民
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通过艺术作品传
递正能量，为社区文化建设坚实基础。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于佳玉）为深入贯彻对城镇居民医疗
保险新生儿的补助政策，前进路社区在
接到上级通知后第一时间为辖区新生儿
办理补助登记申请。

社区通过微信群、公众号和社区
LED滚动屏循环播放发布通知，并通过
筛选新生儿名单逐一对未登记人员进行
电话通知，让每一位符合的人员都能享
受到这项惠民政策。对前来咨询的居
民，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一耐心解答，对符
合条件的居民进行登记，对不符合条件
的居民指出问题所在。

此次统计工作受到居民一致好评，
提高辖区居民惠民政策的知晓率，使此
项民生工程真正受益于民。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
员 于静平）近日，通伸街道组织全体党员
干部和公职人员观看警示教育片《沉沦》。

专题片以我市部分严重违纪违法的
领导干部为反面教材，通过对其违纪违
法案件的剖析，讲述他们丧失为民初心，
宗旨意识淡薄、毫无党性原则、漠视群众
利益，将公权力当作牟取私利的工具，最
终走向贪腐堕落深渊的过程，具有很强
的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

全体观看人员纷纷表示，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要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
防线，心存敬畏，勇于作为，凝心聚力，为
通伸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通伸街道开展
专题警示教育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员 付钰雯 摄影报道）为依法
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毓璜顶街道总工会于近期开展“关
爱女职工 绽放巾帼力量”女职工
月活动，让广大女职工感受到来自
工会娘家人的关怀温度。

在烟台天嘉实业有限公司，企
业工会邀请专业讲师为女职工举
办一场专题培训课程。本次课程
从工作、家庭两个维度为女职工提
供法律和心理服务培训，讲师通过
交流互动的方式指导女职工掌握
话语权，提高自身沟通能力，强化
内心力量，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做好家庭和工作的平衡，保
持良好的身心健康。

在大悦城山东区域公司指导
下，烟台大悦城开展“大悦巾帼绽
放，献礼建党百年”系列活动。公司
组织全体女员工开展普法宣传周活
动，现场学习《民法典》《山东省女职
工劳动保护办法》等法律法规，全面
提高女职工法治意识；开展党史学
习会，集中学习巾帼英雄田桂英、申
纪兰相关事迹，鼓励女职工在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贡献新

力量；开展趣味运动会，不仅锻炼身
体，更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营
造温馨友爱氛围。

毓璜顶街道总工会旨在通过
此次活动，带动更多企业关注、关
心、关爱女职工身心健康，营造全

社会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良好
氛围，为更多新时代女职工展现工
作风采、绽放女性魅力保驾护航。

慎礼社区召开
文艺团队座谈会

毓璜顶街道开展关爱女职工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雯豪
通讯员 李思成）为切实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奇山街道周密部署安排，
强化措施落实，念好“强”责任、

“细”管控、“实”宣传“三字经”，不
断织牢织密森林防火网，确保不发
生森林火险，保障林区安全。

“强”字当头，念好责任经
奇山街道强化风险意识，始终

紧绷森林防火这根弦，强化落实
“条条、块块、网格”责任。

强部署。就防火责任划分、应
急预案制定、宣传氛围营造等进行
强调和部署，同有林单位签订森林
防火责任状，压实森林防火责任。
强网格。严格落实森林防火网格
化管理，将辖区林区划分6个大网
格，每个大网格由2名科级干部负
责督导和协调；设置17个森林防火
检查站组成小网格，由护林员负责

值守和巡查。强值守。严格落实
值守和巡查工作，将看护责任落实
到每个山头地块，实现山有人管、
林有人护、责有人担。街道以服务
外包形式组建一支25人的森林防
火专业队，24小时值班备勤，负责
林区日常巡查、值守和应急处置工
作。自今年2月21日起，街道每天
安排机关干部轮岗上山协助有林
单位做好路口值守和林区巡查工
作。清明节期间，对墓地坟区进行
巡查，确保不发生祭祀用火行为。

“细”字为基，念好管控经
奇山街道细化各项防火措施，

及时改正防火工作中的漏洞和不
足，将森林防火“守家门”和“护后
院”工作真正落实落细。

摸排细。对进山道路进行摸
排，通过增设围挡等方式对进山道
路应封尽封；对不便封堵的道路采

取“硬隔离”和安排人员巡查值守
的方式实现对进山人员的管控和
劝返，把好第一道“关口”。摸排统
计林区水源地，在街道森林防火部
署图上进行标识，针对林区水源薄
弱区域，通过安置蓄水桶（2吨）的
方式解决林区防火水源不足的问
题。目前，共安置蓄水桶9处，蓄水
池、蓄水桶处于满水状态。清理
细。持续开展好林缘林下及坟头墓
地的可燃物清理工作，对林内杂草
等易燃物品进行彻底清除。准备
细。新设网格化防火检查站4处，辖
区森林防火检查站增至17个，各防
火检查站均落实“4+1”配备，开展对
进山人员的入山登记和火种收缴工
作，确保火种不入山。街道配备并
更新维护小型消防车等装备，对大
南山区域的8处消防栓和6处蓄水
池进行更换维保，确保突发情况下

“拿得出、用得上”。强化技防补充，
新增视频监控设备11处，实现对重
要进山路口的24小时监控，确保进
山人员可追溯。

“实”字见效，念好宣传经
奇山街道通过“线上线下”双

向驱动，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宣传工
作，营造“处处有宣传、人人在防
火”的良好氛围。

“线上”宣传。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等，加大对森林防火政
策法规、森林防火小知识等的宣
传，引导辖区居民时刻注意自己及
身边人进山入林前后的行为，确保

“进山不带火、入林不吸烟”。
“线下”宣传。加强进山路口

的宣传氛围，通过张贴禁火令、发
放森林防火明白纸等方式，加强对
进山人员的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和
安全提示。通过在林区道路悬挂
宣传条幅等方式，坚持“十米一道
旗、百米一横幅”，营造林区道路沿
途的宣传氛围。目前，张贴禁火令
100余份，发放明白纸5000余份，
发放防火倡议书3000份，悬挂横
幅100余条，安插道旗800余面，更
换安装防火宣传牌33处，签订防火
承诺书 300余份，制作易拉宝 10
个，发放宣传彩页2400份。

下步，奇山街道将用笨办法，
下苦功夫，坚决落实各项森林防火
工作措施，看住人，管住火，保障辖
区森林防火形势持续稳定。

念好“三字经”织密“防火网”
奇山街道多措并举扎实开展森林防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