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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员
韩雪玺）为有效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
生，近日，凤凰台街道组织召开冬春火灾防
控工作暨安全生产第四季度工作例会，街
道各类生产单位负责人、物业负责人和各
社区安全协管员等100余人参会。

会议邀请区消防救援大队、凤凰台
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分别就消防安全知识
和火灾防治法律法规责任等内容进行宣
讲。一方面，通过组织观看消防事故典
型案例、讲解火灾疏散逃生知识等方式
进行生动的消防灾害防范教育；另一方
面，从火灾防控责任划分、处罚案件办理
程序等方面入手，厘清火灾事故防治责
任，开展法制警示教育。

会议对当前冬春季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要求思想认识再提
高，法制意识再强化；责任链条再拧紧，
预防举措再细化；安全素质再提升、安全
宣教再深入。会议强调，各生产经营单
位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尽快
开展冬季生产安全事故防控“五个一”行
动，做好冬季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工作，切
实保障冬春季企业生产安全。

凤凰台街道召开
冬春火灾防控工作会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华卿 摄影报道）近期，白石
街道组织全体机关干部、社区工作
人员开展社情民意大走访活动，面
对面倾听居民心声、了解居民意
愿，切实排查和解决影响居民利益
的实际问题，拉近街道与居民的距
离，努力“走”进群众心坎里，“访”
出和谐新局面。

周密部署，确保工作开展到
位。白石街道第一时间组织召开
大走访工作部署会议，安排部署提
升群众满意度各项工作。统筹机
关干部、社区工作者等多方力量，
聚焦群众关注的各类诉求问题，以
楼宇为单位，以网格化综合管理责
任区为基础，分组开展活动，确保
网格全覆盖，逐户走访到位，并对
人员分工、入户走访内容等进行详
细安排部署，确保大走访工作走
深、走细、走实。

进楼入户，实现走访宣传全覆
盖。通过向群众发放《致白石辖区
居民朋友的一封信》、“拉家常”等
形式了解走访对象的具体情况、意
见建议和存在的困难，耐心倾听民
意和心声，认真记录所反映的问题
和建议，并将居民反映问题、意见、
建议汇总成表，分类归纳，对部分
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即知即办，
对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问题进行
梳理研判，制定解决方案，尽快给
居民一个满意答复，切实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通过解决
一批居民群众反映强烈、亟待解决
的问题，让大走访过程成为密切群
众关系、发现摸排隐患、解决突出
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的过程。

服务群众，畅通群众诉求渠
道。在入户走访过程中，机关干部

与群众面对面，集中宣传我区各项
惠民政策，耐心听取群众意见诉
求，细致回应群众反映问题，及时
了解群众思想动态，有针对性地做
好群众工作。把入户走访作为与
群众有效沟通、面对面向群众宣
传、拉近与群众之间距离的重要举
措，详细记录居民对辖区建设等提
出的意见，想方设法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居民群众
对满意度调查的知晓度、参与度、
支持度和满意度。

此次大走访活动，白石街道

机关干部、社区工作人员积极听
民声、访民意、察民情、排民忧、解
民难，不仅让居民了解街道的全
面工作，也及时倾听群众内心最
真实的心声，架起干部群众之间
的连心桥，使大走访不但走出“深
度”，访出“温度”，也为街道各项
工作开展夯实基础。下一步，白
石街道将继续加强民生服务工
作，为群众排忧解难，确保群众反
映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切实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把工
作做到百姓心坎里。

听民声察民情 排民忧解民难
白石街道开展社情民意大走访活动，把工作做到百姓心坎里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高洁
通讯员 王玉娟）为进一步提升社区
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水平，让社区
工作人员从“专门专岗”转变为“全
科全能”的多面手，实现居民办事

“只需跑一趟”的服务模式，祥发社
区结合社区中心工作制定《社区工
作者赋能培训计划》，通过“传帮
带”“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形
式，对社区干部开展岗位练兵，着
力打造“一人多岗、一专多能”的

“全科社工”队伍。
“传帮带”，比学赶超共成长。

在思想教育中“传”，通过召开培训
动员会、第一书记谈心谈话等形

式，坚定社区干部为民服务的宗旨
意识和决心。在业务培训中“帮”，
将党建、计生、劳保、民政等5大门
类42项业务进行逐一梳理，细化每
一项业务的办事流程和注意事项，
按照培训计划，通过各门类业务负
责人讲授业务政策、办理流程、现
场操作演示等形式，进行理论指导
和经验传授。针对培训内容，每周
通过业务考试、现场测验的方式进
行“全能标兵”评比，大家比学赶
超，共同进步。在日常工作中

“带”，按照“以老带新”的方式，领
导、老同志以身作则，在日常业务
办理中把服务经验和一心为民的

优良作风传给年轻干部。
“请进来”，夯实业务促提升。

针对业务工作中遇到的重点、难
点、热点问题，邀请上级分管领导
和一线业务科室来社区指导，并就
相关业务开展专业培训和答疑解
惑。通过“请进来”的方式，邀请相
关部门对社区“提建议”，也为社区
与相关业务科室搭建良好的沟通
桥梁，使社区工作者在交流中学
习、在学习中提升。

“走出去”，对标学习取经验。
组织社区工作者积极学习先进经
验，强化学以致用的能力，到幸福
街道福泰社区参观学习先进基层

党组织工作经验，对标学习寻找差
距，深入交流汲取经验，激励大家
拓展思路，创新工作。

“以前办一桩事要找专门的
人，现在只要问一个人就能办所有
事，太方便了！”社区居民王大叔对
全科社工服务模式感到贴心满
意。社区服务水平与居民幸福指
数休戚相关，全科社工的成功打
造，将实现工作人员从“专岗、专
能”转变为“全科、全能”，避免群众
办业务“跑空趟”的现象，最大限度
地满足居民群众基本服务需求，提
升居民幸福感，为社区建设再上新
台阶打下良好基础。

比学赶超共成长 夯实业务促提升
祥发社区开展全科社工赋能培训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郭俊双）通伸街道纪工委始终坚持把
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
工程来抓，自筑“防火墙”、自戴“紧箍
咒”、自设“高压线”，多措并举着力打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为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提供坚强组
织保障。

定期学习提能力。建立定期学习制
度，针对纪检监察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
任务、新情况、新问题精选课题，采取集
中学习和座谈研讨等多种形式，让纪检
监察干部和社区纪检委员全员参与，共
同提升素质能力。业务培训周周讲。将
每周五作为街道纪检监察干部和社区纪
检委员的“业务培训日”，开展“业务培训
周周讲”活动。通过“轮讲研讨”的形式，
讲深研透、释疑解惑、学思践悟，不断提
升纪检监察干部自身素养，规范监督执
纪能力。以案代训增实力。定期带领纪
检干部学习典型案例，将案件办理流程
拆分为多个专题，按照专题进行深入剖
析领会，有计划、分层次、有针对性地提
升纪检监察干部整体业务水平。

通伸街道提升
纪检干部素质能力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李淼 通讯
员 由佳）近日，奇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联合“双报到”单位市政府投资工程
建设服务中心开展房产交易政策宣讲进
社区活动。

房产交易中心的专家季老师就居民
群众关心的“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
权证”合二为一成为“不动产登记证”所
产生的问题、办理过户时的注意事项、买
卖房屋所缴纳税额的规定等一系列房产
交易新政策做了详细说明，现场群众听
得十分投入。此次活动赢得居民欢迎，
大家纷纷表示，希望社区能够多举办一
些类似房产交易的知识科普讲座，可以
提升消费者规避风险的能力。

下一步，奇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将继续携手“双报到”单位推进共驻共
建工作，结合“和谐社区 六在奇中”党建
品牌建设，交流经验做法，不断推进为居
民群众服务往深里走、往实里做。

奇中社区开展
政策宣讲活动

本报讯（芝罘融媒记者 云全
通讯员 杨洁 新美 逄晶晶）连日
来，黄务街道所辖部分社区组织开
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
活动，丰富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
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充分展示
社区居民的精神文明风貌，让居民

“闲有所乐、乐有所益、乐在其中”，
惠享新时代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
文馨乐民、文明幸福、积极向上的
良好氛围。

区文联、区戏剧协会组织戏剧
艺术家走进华西社区，为居民送上
精彩的戏剧演出。活动中，社区文
艺队分别表演了街舞、歌伴舞等节
目，区戏剧协会表演经典曲目《红
娘》选段、《黛诺》选段、《凤还巢》选
段，而经典曲目《沙家浜》选段“听

对岸”更是将整场演出推向高潮，
现场居民频频拍手叫好。作为压
轴节目的折子戏《大登殿》最后登
场，艺术家们身着戏服上台，精彩
的表演让居民们过足戏“瘾”。“老
年人喜欢听戏，感谢文联和社区为
我们安排这一场演出，让我们在家
门口看了一台大戏。”居民孙先生
说。今年以来，区文联作为华西社
区双报到单位，多次带领艺术家们
走进社区，为居民写春联、画墙画、
送演出，受到华西社区居民的一致
好评。

为充分发挥社区居民参与社
区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增进邻里
关系，增强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北
秀苑社区联合烟台城乡建设学校
开展“体验非遗文化 感受剪纸魅

力”公益剪纸培训活动。烟台城乡
建设学校的张洁老师向居民们讲
解了剪纸的分类、题材、常用剪纸
方法等知识，并从折纸、标记线条、
比例控制、运刀技巧等方面，手把
手指导居民剪出满意的艺术作
品。此次活动的开展，不仅让居民
领略到民间艺术的魅力，培养兴趣
爱好，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而且还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共建活动的积
极性，使居民在活动中增进邻里友
情，拉近彼此距离。

为提高辖区少年儿童的动手
能力，激发孩子们的创新思维，夏
家社区在夏家党群服务中心开展
以“巧手丫手巧·灵活小头脑”为主
题的少儿手工制作活动，锻炼孩子
们的手眼脑协调能力。活动中，在

老师的耐心辅导、家长的协作下，
小朋友们纷纷拿起手中的工具和
材料，一边认真跟着老师做，一边
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一会的
功夫，纸片就在小朋友手中塑造成
型。通过手工制作活动，进一步激
发少年儿童的兴趣和才能，增强创
意思维、动手能力，也增进少年儿
童之间的友谊，让孩子们乐于动手
实践的同时，做到相互帮助、共同
进步。

今后，黄务街道各社区将继续
发挥好社区综合服务职能，不断提
升社区综合服务质量，一如既往地
为辖区居民创新举办更多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活动，以
满足不同居民对艺术的追求，不断
提高居民的文明素质和艺术修养。

文艺活动进社区 文化福利惠民生
黄务街道各社区开展多样活动，营造文馨乐民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