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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近期的茶山街道龙游河
水环境综合整治中，因临时道路开挖，周
边的 30 户居民停车成了“大难题”。专
职网格员吴晓燕在日常巡查中，收集到
居民反映后，当即决定启动“吹哨”程序，
上报天宁区社会治理联动指挥中心。区
中心受理后，区城管、建设等部门当天就
派出人员到基层报到、实地勘察论证，3
天之内就拿出了整改方案，仅用 7 天就
解决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

这是天宁“街镇吹哨、部门报到”的
实例之一。

今年以来，天宁区组织部和政法委
联合推进党建引领“街镇吹哨、部门报
到”工作机制，着力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难

题。“街镇吹哨、部门报到”工作重心下
移、力量下移，聚焦着力构建简约高效的
基层管理体制，将未解决的家门口问题
通过“吹哨”得到解决，以问题为导向，变
被动为主动，为“像绣花一样”精细治理
城市作出有益探索。

在天宁，首先建立了一支“吹哨人”
队伍。通过优化调整网格配备，在第一
批招聘70名专职网格员的基础上，又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第二批548名专职网格
员。目前，天宁区网格党建覆盖率已达
100%，“红网格助力社会治理创新”被
评为天宁区区级机关党建服务品牌。

接着，是构建了“吹哨人”与“报到
人”之间的桥梁——成立天宁区社会治

理联动指挥中心，今年6月启用。指挥中
心共进驻了区网格中心、区城管中心、区
12345等9个部门，运用网格化社会治理
联动指挥平台等系统平台，努力探索和实
现跨部门数据信息统一归集，综合分析。

当遇到职责交叉、多部门协同、处置
权限不足等情形的难点和阶段性突出问
题时，启动“吹哨”机制，同时明确报到时
限。对于启动“吹哨”的事项，按重要度、
紧急度等因素，划分为“一般事项”“较大
事项”和“重大事项”三类。

据了解，“吹哨”事项一般应在 7 个
工作日内处理完毕，特殊情况可申请延
期。事件处置完成后需及时反馈问题
处理结果，形成“问题收集——基层吹

哨——部门报到——处理反馈——综合
评价”闭环管理。

天宁建立了联席工作例会制，定期
组织进驻部门召开疑难事项分析会，综
合研判事件信息，破解困扰基层治理的
疑难杂症，努力解决群众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两个月来，已相继解决
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盲
道，车行道损坏，影响环境安全等各类
问题 379 件。

此外，天宁还对“报到”部门督查考
核，坚持“干得好不好，吹哨人说了算”的
基本原则，由专职网格员对处理结果进
行跟踪回访，保障“吹哨报到”机制有效
落实。 （凃贤平 张敏 裴一杰）

天宁党建引领破解城市基层治理难题

街镇吹哨 部门报到
本报讯 郑陆完成机构改革

后，“一办七局”牢固树立“党建引
领”理念，深入实施党建工作、业务
工作“双轮驱动”战略，全面打造以
郑陆镇党委为核心，以“一办七局”
为行动支部的“红心领航 365”党建
品牌。

此次，郑陆推进“一局一品牌、
一支部一特色”新格局，全面引导基
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各自岗位上
争先创优，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
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推进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
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为建设

“强富美高”新郑陆提供有力保障。
其中，行政审批局旨在提升为

民服务品质，打造“一门、一窗、一

网”三个“一”政务服务，实现前台窗
口“统一受理”、中心后台“分类处
置”、管理“全程监控”服务模式。设
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为群众提供

“不打烊”服务。
综合行政执法局（应急管理局）

则结合近两年综合执法试点经验，
对照本次省赋权清单，对镇承接的
行政处罚事项进行了重新梳理，拟
调整为 465 项，包括民族宗教方面
12 项、卫生健康方面 2 项、安全生
产方面 20 项、城市管理方面 181
项、畜牧业方面110项、水行政方面
127 项、市场监管方面 13 项。为方
便群众，还增设投诉举报和劳动纠
纷接待窗口。

（徐佳誉）

郑陆完成机构改革后

“一办七局”打造特色党建品牌

本报讯 临近中午，环卫工人
们结束了半天的工作，来到位于菱
溪社区的“爱心加油站”休息，喝杯
水，再把自带的饭菜用微波炉热一
下，再也不用来回奔波于岗段和班
组休息室之间，可以早一点、近一点
享受清凉。

这里是雕庄街道总工会依托
村、社区及辖区企事业单位等资源，
为户外工作人员高温作业后提供歇
脚的 12 个“户外职工爱心加油站”

之一。
据了解，“爱心加油站”就近设

在街道办事处及各村委、社区居委
会内，站内配备了微波炉、洗手池、
急救药箱、手机充电器，同时提供免
费茶水、开放卫生设施等服务。目
前，“爱心加油站”面向环卫工、快递
员、送餐员、协管员等户外工作者开
放，既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了便利，也
为他们打造了一个温馨的“港湾”。

（罗翔 陈琦）

12个“爱心加油站”免费送清凉

本报讯 盛夏酷暑，为感谢环
卫工人、保安人员为城市环境所做
的贡献，近日，爱心人士阚晓静来到
雕庄街道优胜村委，捐赠了 300 张
冰淇淋兑换券，每张兑换券都可兑
换40只冰淇淋，兑换点就在阚晓静
经营的冷饮批发商铺。

据阚晓静介绍，她的公益举动
源于某一天一位环卫阿姨进店消
费，当询问最便宜的冰淇淋需要多
少钱时，阚晓静回答一元，环卫阿姨
却在犹豫再三后走出店铺。看着汗
流浃背、皮肤黝黑的环卫阿姨背影，

阚晓静作出一个公益捐助的决定。
阚晓静表示，环卫工人是城市

的美容师，起早贪黑，而保安人员则
为守卫平安社区默默付出，她想尽
一点绵薄之力，表达谢意。

其实，这次爱心之举并非偶然，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阶段，阚晓静曾
主动联系街道社区，为一线防疫志
愿者送上数百箱牛奶。

据悉，目前 300 张冰激凌兑换
券已分发至辖区环卫工人、保安人
员手中。

（吴玉平 郑蓓）

请环卫工人免费吃冷饮

本报讯 骑电动车男流血昏
迷，城管队员热心相助，这是近日在
青龙街道发生的一幕。

8 月 25 日上午，在河海东路维
景酒店对面公交站台附近，一名男
子一动不动躺在地上，电动车倒在
一旁。青龙街道城管中队两名执法
人员正好经过，看到此情形，便立刻
上前查看。

当时该男子未戴头盔，头部
流血不止，身边有酒瓶，人已进入

昏迷状态，携带的手机又设有密
码，无法联系其家人。得知围观群
众已拨打 120 和 110，城管队员便
主动疏通维持秩序。虽值上午，人
感温度已较高，城管队员却一边
等待 120、110 赶来，一边为受伤
男子扇风遮阳。

没过多久，110 和 120 皆到达
现场，两名城管协助医护人员将男
子抬上救护车，并向110说明情况。

（房宁娟）

青龙街道城管协助救人

本报讯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奉献爱心，收获希望。8月26日，丽华
爱心互助会为丽华区域内19名困难
学子送上1.4万元的爱心助学金。

丽华爱心互助会成立于 2010
年 6 月。10 年来，在上级的关心下，
在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鼎力支持
下，爱心互助会倾情关注辖区未成
年人和贫困家庭孩子情况，为孩子

们遭遇的“雨天”撑起了一把“保护
伞”，共募捐爱心互助基金 52 万余
元，受益453人次、金额达36万元。

在活动中，丽华爱心互助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爱
心人士关心这些品学兼优的贫困
生，同时，也希望接受帮扶的学生，
日后能尽绵薄之力、帮助他人。

（张莉敏 洪丽云）

丽华爱心互助会

10年助学453人次

本报讯 下周，全市中小学生将
迎来开学，新学期新气象，新建成的东
坡小学、市机关幼儿园等学校将正式
投入使用，其中朝阳桥小学全体师生
将迁入新建的东坡小学内。

“新建的东坡小学给我的第一感
觉就是又舒适又有内涵。”五年级学生
钱梓睿说，“美丽的校园、多功能图书
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能在这样的学
校学习真是太幸福了。”

位于劳动东路 3 号的东坡小学
（一期）于 2018 年开工建设，总投资
1.6 亿元，设 4 轨、24 个班级，可容纳
1080 名学生就读。学校以北宋文学
家“苏东坡”命名，走进校门，就可以
看到地面上刻着苏东坡先生的名言：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学校三大
建筑教学楼、综合楼、艺体楼分别取
名 为“ 楚 颂 楼 ”“ 墨 香 楼 ”和“ 藤 花
楼”。开放式的图书馆，以“藤花书
院”为名，学生可以在这里饱读诗书，
熟读经史。同时，东坡小学以书法为
特色，把写字教育作为实施素质教育
的载体，倡导“翰墨传承文化，经典浸
润人生”，将书法特色创建与中华经
典诵读紧密结合，打造“墨香、书香、
花香”校园。

市机关幼儿园新园区位于横塘河
西路西侧、新堂北路北侧，建有 3 栋 3

层教学楼以及室外田径场，目前，幼儿
园仍采取24小时通风、绿植摆放等措
施，确保新学期为幼儿创造更安全、更
优质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为优化学校布局，增加学位供给，
天宁区制定了《2020—2022 年天宁
区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在今年

天宁区民生实事教育利民类项目中，
计划完成清凉幼儿园、德美幼儿园、朝
阳桥小学（原址）等 7 所学校建设，全
区将增加学位2660个；同时对正衡中
学天宁分校进行装修及智能化改造，
让“家门口的好学校”越来越多。

（罗翔 杜明 葛恬图文报道）

9月起，朝阳桥小学整体迁址新校区

本报讯 8 月 24 日，雕庄街道菱溪名居小区举办了一
场“七夕”游园会，活动将节日民俗、义卖夜市、幸福家庭合
影等多内容交融，吸引不少居民参加。

游园会分 1 个主会场和 5 个打卡点位，主会场为社区
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演出，5 个打卡点位主题分别为
七夕乞巧、灯谜竞猜、鹊桥会、菱溪夜市和互动游戏，同时穿
插捏面人、制糖画、粽编、棉花糖和大唐不倒翁、皮影戏表演
等民俗活动，既让现场居民感受了一把古人的浪漫情怀，也
体验到了传统民俗的独特魅力，同时还了解了七夕在现代
的传承流变。 （徐蕾/文 王锐/摄）

“七夕”游园

本报讯 工作间窗明几净，空调吹
出习习凉风，3 位残疾人正埋头制作外
贸企业的产品。这是记者 8 月 21 日在
茶山街道红梅村逐梦残疾人之家看到的
场景。

“茶山街道现有残疾人 2040 人，光
我们红梅村就有残疾人 72 名，低保户
17 户，缺资金、缺技能，或无劳动能力，
这类特殊群体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红
梅村党总支书记辅洁说。

为有效破解痛点、难点问题，积极回
应困难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红梅村
融合辖区各类服务资源，倾力打造集辅
助性就业、日间照料、康复、就业培训、文
体娱乐、辅具租赁等各项服务于一体的
综合服务平台——红梅村逐梦残疾人之
家，为凝聚区域残疾人开辟一片阵地。

这个残疾人之家今年7月启动试运营，
位于摇树村55-1号，总面积220平方米。

“这个综合性平台中，辅助性就业是
我们的重点，为区域内有需求的残疾人
等困难群体提供‘私人定制’就业项目，
目前有简易加工、农产品销售、手作等辅
助性就业项目3项。”残疾人之家负责人
王建刚举例说，市农业农村局的小菜园
项目于 7 月底运行，设在朝阳市场的扶

农助残爱心驿站成为日销冠军，每天有
4 位残疾人在驿站卖菜，在增加收入的
同时，拓宽了残疾人的交往渠道，增强了
生活信心。

残疾人之家要正常运营，必须配
备专职管理和服务人员。红梅村初步
形成“以年轻残疾人带老年残疾人，以
轻度残疾人带重度残疾人，以志愿者
带困难群体”的“三带”志愿助残服务

方式，王建刚就是一名党员志愿者。
为将残疾人之家打造成残疾人就

业创业的脱贫奔小康平台，红梅村正积
极引入安全性能高、职业危害低、操作
简单的辅助性就业劳动项目。“我们期
待更多爱心企业提供辅助性就业项目，
增加困难户收入，让残疾人体会参与社
会劳动创造的获得感。”辅洁说。

（凃贤平 张莉敏）

期待更多爱心企业提供辅助性就业项目

茶山打造残疾人脱贫奔小康平台

本报讯 暑假即将结束，各类暑期
活动也进入尾声。为期一个月的“全龄
距离缤纷夏日”暑期夏令营活动，8月21
日在横塘社区圆满闭幕。

在社区的精心组织下，“全龄距离
缤纷夏日”暑期夏令营以晨露横塘、
朝阳横塘、炽盛横塘、夕照横塘四个
年龄段进行活动分类，共举办活动 26
场，主题包括诗朗诵、亲子早教、民法
典宣传、情商培养、女子瑜伽、中医知
识讲座等多类型，共吸引 1000 余人次
参加。

除此之外，青龙街道“青穗返乡计
划”也陆续上交“作业”。

“青穗返乡计划”是为贯彻落实天
宁区“十百千朝阳计划”要求，搭建在
校大学生返乡服务平台、助力青龙发
展 建 设 的 一 项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 活 动
自 7 月底开启，共吸引 15 位青龙籍大
学生参与。

在回顾总结中，大学生刘玉表示，
这次见习不仅让她学到新知识，丰富
了经验，也帮她缩小了实践与理论间
的差距，有利于她将来更好适应工作
环境。

（房宁娟）

暑期近尾声
学子交“作业”

东坡小学书法教室

本报讯 七夕节前，翠竹南区
第二社区邀请了多对金婚夫妻分享
幸福秘诀。

今年 83 岁的白桂芝与 87 岁的
丈夫蒋光和结婚61年了，但依旧恩
爱如初。“男同志在外面工作很辛
苦，女同志在家里同样不容易，大家
要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白桂芝说。

今年 88 岁的王执君与 84 岁的
潘菊珍同样也是一对恩爱夫妻，提起
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那就是为爱奉
献、无怨无悔。王执君说：“我特别感
谢我的老伴，他为这个家付出了许

多，才使得家庭很幸福美满。”
分享会让更多人有所启迪，有

所收获。“从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我
学到了在婚姻生活里要包容、要互
敬互爱。”参与活动的社区居民丁亚
媛说。

翠竹南区第二社区党总支书记
杨静说：“金婚夫妻本身就是幸福的榜
样，他们幸福故事的分享，涵盖了教育
子女、夫妻之间相互帮助、相处之道
等，把一些优秀的家风家训，传导给我
们年轻的居民，也是营造一个积极向
上的文明新风。” （鞠敏）

金婚夫妻都是幸福榜样

户外职工爱心加油站地址：

1. 雕庄街道办事处 中吴大道700号
2. 团结村 劳动东路366号
3. 朝阳村 离宫路52号
4. 清溪村 清溪人家5-11
5. 朝阳花园社区 离宫路66号
6. 优胜村 菱溪名居10号楼一

楼九如城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7. 中村村 史家塘200-10号

8. 采菱社区 采菱公寓47-7
9. 采菱社区 凤凰路38号
10. 中海荣盛工作站 中海凤

凰熙岸商铺1-4-5艺心艺术
11. 中海荣盛工作站 水岸花

语商铺13-1
12. 雕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劳动东路626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