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桥头胡街道举行垃圾分类知识
竞赛，来自辖区企业的7支代表队参加了
活动。此次比赛赛题涉及垃圾分类多个
方面，既考察参赛选手对垃圾分类知识的
了解，又提升广大员工对垃圾分类政策的
认识。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宁波步来特电
器有限公司代表队夺得第一。

（记者 何莎莎 通讯员 杨宵杰 摄）

践行垃圾分类
倡导绿色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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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亮点】

本报讯 （记者 曹维燕 通
讯员 胡余灶） 初夏的梅林街道
河洪村，清风徐徐，古韵悠悠。走进
人民公社后面的常清园，老树桩上
的“筑牢廉政根基，方能根深叶茂”，
镌刻在木板上的“廉者清心”诗句，
让这里处处洋溢着清廉的气息。这
个占地近一亩的常清园，是河洪村
打造的一个廉政小节点。接下来，
该村将投资 10万元左右，对这里进
行改造升级。

这只是梅林街道河洪村深入推

进“清廉村居”建设的一项重要内
容。将“36条”写入村规民约，村里
办大事要做到“五议两公开”，村集
体资产交易一律进平台，村居小微
工程也要通过招投标途径……随着
河洪村“清廉村居”建设的深入推
进，“村务清爽、民风清朗”在这里逐
渐成为现实。

在河洪村的“36条”陈列馆，里
面有“36条”升级版宣传册、作家简
平写的书籍《权力清单：三十六条》
及大屏幕电子阅读器等，可供村民
查阅和学习。在村里其它一些小节
点上，“36条”漫画到处都是，内容言
简意赅，令人一目了然。同时，该村

还把“36条”写入村规民约，给村干
部及村民扎上廉政“紧箍咒”。而刚
刚结束的乡公所改造工程公开招
标，就是“36条”的真实实践。

“村里建设廉政景点的所有资
金、每张票据都由村两委与村务监
督委员会联签才能报销，一分一厘
支出都接受监督。”河洪村村委会主
任表示，“36条”对集体资源性资产
处置、现金支取（转账支付）、“三务”
公开等几个流程，规定得清楚明
白。河洪村也正因为严格执行“36
条”，使得村庄建设一路高歌猛进。

据悉，今年该村还围绕“清廉”主
题，谋划了十件实事，打造梅兰菊竹

四君子廉政精品闭环线就是其中之
一。该游览线把添寿步道和村中的
长寿路衔接起来，沿线建起竹园、菊
园、梅园。9月初，还将增加4个以兰
花为主题的清廉乡愁庭院。漫步其
中，清廉文化扑面而来。在这条徒步
线上，河洪村还打造了 80平方米的
清廉玻璃茶室，村干部议事、村民说
事都在这里举行，公开透明，敞敞亮
亮。此外，“十里梅林·廉政步道”建
设也被提上日常，步道两边遍植红梅
和竹子，侧面斜坡将设立一个百米画
卷，用于展示廉政文化。这里不仅将
成为廉政文化宣传展示的重要节点，
也将成为沿溪的新景观带。

全民参与 消除顽疾

梅林河洪村深推“清廉村居”建设

本报讯 （记者 潘璐璐 通
讯员 俞旭燕 周如歆） 近日，
宁波市妇联调研组来到桃源街道，
开展巾帼“三服务”妇联干部走家
连心专项行动。

调研组一行首先来到桃源街道
“姊妹护航”女性社会组织服务基
地——桃源阳光家园，听取了该基
地关爱老妇代会主任、失独家庭项

目和残健共融工作，与阳光家园学
员和浙师大关爱助残实践队的志愿
者们展开了亲切交流，调研组还代
表市妇联第四支部认领了一位学员
的微心愿。之后，调研组一行来到
县亲子阅读十佳书香家庭代表秦尔
琪的家中，为他们送去了《傅雷家
书》等书籍；还参观了兴海社区亲
子阅读基地，了解了亲子书吧推出

的常态化亲子阅读服务、“向阳花
开”亲子阅读活动以及“丑小鸭成
长计划”助学公益项目，并为这些
项目献言献策。

调研组一行充分肯定了县妇联
和桃源街道妇联在共同推进“书海
冲浪”家庭教育亲子阅读和“姊妹
护航”服务行动上的创新做法、工
作成效，对两个项目的建设给予了

高度评价；同时，还鼓励大家要继
续发扬坚守和担当精神，扬巾帼之
志，展巾帼之美，在品牌建设、队
伍建设、家风传承、弘扬科学家教
理念、扶持培育社会组织上再下功
夫，把宁海“好爸好妈”故事团等
品牌做大做强，组建更多更优质的
志愿者服务团队，让志愿者队伍延
伸到各行各业。

宁波市巾帼“三服务”走进桃源街道

本报讯 （记者 潘璐璐 通
讯员 周如歆 周文文） 近日，
桃源街道红十字会邀请县急救中
心专业人员开展了一场急救知识
培训，活动邀请了社区居民代表、
村（社）党员代表、网格员以及企业
员工代表参加，普及了生产生活中
会遇到的应急救护情况，传授了专
业有效的常用应急救护知识，近
300人参加了培训活动。

县急救中心救护人员王晓燕
在课前介绍：“应对突发情况，能够
进行初步简单有效处理，为医疗机
构实施抢救赢得时间，是我们此次
培训的主要目标”。授课中，救护
人员播放和讲解了学习视频中的

内容，演示了实操技术，重点讲解
了心肺复苏、AED使用、气道异物
梗阻、止血包扎等急救知识。还在
现场模拟演练紧急救护工作，让学
员通过“看、听、练”，深刻认识有效
紧急救护技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同时有效掌握急救方法。

最后，街道红十字会向参加培
训的人员发放了《红十字急救知识
手册》，他们表示，今后还将继续定
期举办各类红十字救护知识的理
论培训和实操培训，传播“人道、博
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提高大家
的自救意识，尽可能让辖区群众掌
握自救救人技巧，提升群众的救护
能力。

桃源举办应急救护知识培训

近日，在市农指员陈志江的牵线下，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风信子”健
康服务义工大队的8名师生走进梅林街道凤潭村，为村里的老人免费开展康复
治疗服务。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为村民开展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
量血压和测血糖等服务项目，得到村民一致好评。

（记者 曹维燕 通讯员 胡余灶 摄）

““风信子风信子””开进凤潭村开进凤潭村

7月12日，“好爸好妈”故事团来到跃龙街道杜鹃社区，给孩子们带来了知识
与趣味手工相结合的故事课。该活动由县妇联、县阅读联盟以及笑笑绘本馆共同
打造。 （记者 惠广亮 通讯员 陈怡 摄）

““好爸好妈好爸好妈””讲故事讲故事

近日，跃龙街道东海社区669中老年合唱队走进凌塘村“百姓大舞台”，为
当地村民演唱耳熟能详的经典红歌，博得村民阵阵掌声。该合唱队成立4年来，
深入农村社区、部队学校和敬老院等地，开展公益志愿演出150多场次，深受
群众好评。 （通讯员 华建平 钱炫杞 摄）

669669中老年合唱队公益演出中老年合唱队公益演出150150多场多场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
讯员 华建平 金欣颖） 近日，
跃龙街道社区管理科和15个社区负
责人作了2019年半年度工作总结及
下半年工作思路的专题汇报。展示
了该街道以强党建、强治理、强服
务为目标，构建的“一社一品”管
理服务新格局。

据了解，各社区在去年建立
“大党委”的基础上，今年明确驻
区单位共性责任清单和个性责任清
单，整合辖区党建力量和资源优势

进行领单实施与落实，确保大党委
共建共享工作有序推进。同时，各
社区积极成立“银辉”党支部，组
织退休党员参与社区各项公益活
动，为社区建设提供各种支持，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

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水平。包片
社工对所联片区实行“网格化”管
理模式，入户走访一年不少于 300
户，并建立完善一人一片一户一档
居民户内信息档案。利用双休日或
节假日开展错时服务，通过走访慰

问残疾人、探望空巢老人、推选楼
长协助居民事务等活动，与居民进
行零距离接触，不仅让居民得到满
意的服务，也提升了社工的上门服
务水平。

深化社区治理平台建设。兴圃
社区在辖区内推广“街长制”，按照

“一街一长、一长多员、属地管理”
的要求，明确责任区，靠实责任
人，落实“门前三包”，实现街区无
缝隙管理，精准治理背街小巷环境
问题。深化实施社区民主协商五步

工作法议事制度，依托居民议事厅
平台调解各类纠纷。今年 1—6 月
份，15个社区共征集建议意见 120
条，确定社区民主协商事项 41件，
协商解决32件，9件正在协商中。

下阶段，各社区将开展“大联
考”活动，深化包片联户工作；加
强“项目化”建设，大力发挥社会
组织作用；建立“规范化”机制，
加强业委会选举；树立“自家事”
理念，推进自治式管理。

强党建、强治理、强服务

跃龙多措并举提升社区基层治理水平

本报讯 （记者 何莎莎 通
讯员 杨宵杰） “我们要紧盯暑
期节点，做好征兵宣传，大力推进
今年征兵工作，确保征好兵、征强
兵。”日前，桥头胡街道召开了
2019年征兵工作会议，对征兵工作
进行部署和动员。

今年以来，街道把征兵工作作
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提早谋划征
兵工作计划和措施，落实相关干部

具体抓、村（社区）干部共同抓的
工作制度，齐抓共管、统筹安排，
确保征兵工作的有序开展。同时，
街道通过在各村（社区）宣传栏张
贴征兵公告，向群众发放《2019年
征兵宣传册》，悬挂征兵宣传条幅
和微信公众号推送等方式，大力宣
传征兵政策、报名条件及方式，使
征兵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目
前，街道正组织机关、村（社区）

干部，通过入户走访、电话调查等
方式，仔细摸排辖区内 300余名适
龄青年，掌握详细信息，特别是对
应届高中、大学毕业生进行调查摸
底，并建档入册，做到一人一档，
确保征兵工作稳步推进。

“去年，我们街道选送了7名青
年入伍参军，有 5名是大学生，其
中包括一名研究生，为我县第一位
研究生入伍参军。今年，街道将着

重宣传大学生优先报名应征、优先
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
排使用等优先政策，继续为部队输
送优质兵员。”街道武装部负责人
介绍说，下一步，街道武装部将严
格按照征兵体检要求抓好工作落
实，并同期做好预征青年家长的思
想工作，确保顺利完成今年征兵工
作任务。

桥头胡吹响征兵“集结号”

本报讯 （记者 方景霞 通
讯员 华建平 袁超）“杨大姐，
请你不要把塑料袋、菜叶杂物乱丢
在河边坝上。”昨天早上，跃龙街道
山河股份经济合作社新市民党员
志愿者高文贵，又来到村后上大塘
堤坝进行环境卫生保洁检查。一
块以党旗为背景制作的“新市民党
小组责任包干区”牌子，在堤坝中
间格外引人注目。“这处的环境卫
生保洁工作，由我们 7名新市民党
员志愿者责任包干。”高文贵说。

山河股份经济合作社地处城
乡接合部，目前暂住在村里的外省
籍新市民达 1200余人。由于部分
新市民卫生意识淡薄，村庄多地环
境脏、乱、差，为破解城乡接合部环

境卫生难题，跃龙街道以“属地管
理、挂钩联动、责任共担、分级管理”
为原则，由兴圃社区与山河股份经
济合作社开展村社联姻，在四年前
成立了山河新市民党小组。新市
民党员和当地村干部一道，上门向
全村外来新市民进行环境整治宣
传发动，成立了山河新市民环境监
督志愿服务队，采取包片包组包村
形式，专门负责对外来人员的生活
习惯、卫生情况进行监督引导。

“以前村里不少新市民没有养
成良好卫生习惯，造成村庄面貌
落后。现在让新市民相互监督，
环境整治效果就不一样了。”山河
股份经济合作社书记吴行丰对记
者表示。

跃龙新市民党员志愿者
助力村庄环境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