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奋进正当时 奋楫扬帆启新程
2020 年以来，兴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统筹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按
照年初制定的“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为主线，以作风建设和抓牢党支部建设
为抓手，探索三项‘党建+’模块，加强四项重点任务落实，巩固五项长效机制”的“一二三四
五”工作思路，圆满完成疫情防控、创文创卫、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等各阶段重点任务。

夯实思想引领

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活动。兴南街道
党工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区委的决策部
署，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提升基层
组织力为重点，充分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围绕履职尽责、担当作为和“八小时内外”
廉洁自律等情况，加强对街道、社区党员干部
的监督，去年春节前对 19 名科级干部进行了家

坚持党建引领
构建“党建+志愿服务”模式。建立“兴南
街志愿服务行动指导中心”，形成街、社两级
志愿服务管理机制。指导中心负责各项志愿
服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业务指导，包括志愿
服务队伍备案管理、协调指导、项目开发、组
织实施、人员培训等。社区志愿服务站负责
整合社区内志愿服务资源和社区需求，落实、

社 区 拾 珍
各街道社区纷纷成立宣讲团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连日来，南开区各街道党
工委、社区党委有效整合资源，纷纷联合“大工委”和
“大党委”成员单位，共同组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宣讲团，旨在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
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中来。
宣讲活动中，宣讲团成员通过原创快板及微党课
的形式，用生动的实例宣讲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特
色和亮点，形式新颖、寓教于乐，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
式使全会精神通俗易懂、入脑入心。

访。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规范做好干部选用、
日常管理、考核监督等工作。突出问题导向，
开展形式多样的廉政警示教育，结合典型案
例，以案促教，有案必鉴，使广大党员干部知
纪、明纪、守纪。
深化“扎根网格、血脉相融”实践活动。根
据区委统一部署，按照“1+2+N”模式组建红色
网格服务队，印制《兴南街红色网格服务队工
作资料手册》，记好“民意账单”，形成“走访群
众—发现问题—梳理归纳—分类解决—向群
众 汇 报 ”的 工 作 闭 环 模 式 ，确 保 活 动 落 到 实
处。同时，更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凝聚资源，拓
宽问题解决渠道。一方面，兴南街采取“全面
入格、单位参与、居民受益”的服务机制，调动
驻街单位党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人大代表进网格，服务选
民零距离”新机制，12 名人大代表与社区主动
对接，参与“扎根网格、血脉相融”实践活动。
全街 88 名街道干部、76 名区级机关干部共走
访群众、商铺 1603 户，收集群众反映问题 210
个，收集群众建议 51 个，向群众反馈 130 余次。

执行指导中心相关志愿服务项目，完成街道
各项精神文明建设实践活动和推动文明城
区创建工作任务。组织参加第三届区公益
创投大赛暨小巷管家培育工作，带动社会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促进社区公益
服 务 规 范 化、专 业 化 ，以 满 足 社 区 居 民 的 多
元化需求。

日前，
水上公园街复康里社区开展心肺复苏知识培
训讲座，
向居民群众普及急救知识。 记者 王英浩 摄

选优配强社区带头人队伍
（上接第 13 版）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高质量，做
好社区
“两委”
换届工作，确保换届工作圆满完成。
杨兵强调，要旗帜鲜明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
届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牢牢把握换届选举主导权，
严把社区“两委”班子人选，突出“四个好”标准，选优
配强社区“两委”班子和带头人队伍，坚持从“好人”
中选“能人”
“ 强人”，真正把愿干事、真干事、能干事
的优秀人才发现出来、任用起来。要超前谋划、深入
细致做好换届准备工作，摸清底数、掌握情况，落实
落细包保责任，精心制定换届工作方案，广泛动员广
大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支持配合做好换届工作。要严
格履行换届工作程序，统筹做好社区“两委”以及社
区配套组织换届工作，坚持依法依规抓实选举委员
会推选、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大会组织和投票选
举等关键环节，确保选举程序合法、过程公开、结果
有效。要认真做好换届后续工作，持续用力加强社
区“两委”班子建设，加强新任社区干部岗前培训，着
力提高新一届班子政治素质和推动社区治理、服务
社区群众的本领，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杨兵强调，要层层压实领导责任，坚持书记抓、
抓书记，建立以区委书记、街道工委书记、社区党委
书记“三级书记”抓换届的责任体系，确保各类问题
及时有效解决到位。要严肃换届纪律，坚持教育在
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广泛宣传换届纪律要求，加
强全程监督，认真做好群众举报和来信来访受理工
作，对拉票贿选等违反换届纪律的行为，一经查实、
顶格处理、绝不手软。各部门要分工协作、积极履
职、协同作战，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完
成换届选举任务，向中央和市委以及全区广大党员
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区领导李瑞清、陈东杰、胡浩、薛彤及区有关方面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
街道设分会场。

强化政协使命担当

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关爱帮扶。共排查“四
失五类”人员 9487 人，统筹推进民生保障工
作，低保、老龄、残联、社会救助等帮扶工作再
上新水平，管理服务低保人员 387 户 590 人，低
收入家庭 12 户 26 人，临时救助帮助困难群众
443 户次，新办残疾人证 112 人，积极组织开展
退役军人走访慰问、帮扶解困。开设老人家食
堂，为老年人提供送餐服务 1832 次。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落实“双创”工作任
务，紧紧围绕“创建为民、创建利民、创建惠民”
的工作思路，聚焦责任清单，广泛发动居民群
众。有针对性地组织各类榜样模范、先进典型
选树学习宣传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着力
改善辖区环境面貌，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月活动，
清理圈占、堆物堆料、卫生死角 400 余处，治理
小区污水外溢 20余处，
清运垃圾堆物 1100余车

保障地区稳定
约 3000余吨，
对街域内的 16 条道路开展了综合
整治。落实好防汛、河（湖）长制责任，
持续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专项治理，
现场解决扬尘事件 100
余件，
完成中央环保督察转办件 6个。
纵深推进平安建设。有序推进扫黑除恶
专项工作，在开展抗疫工作同时做好扫黑除恶
线索摸排，排查单位 523 家。开展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专项行动，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
中心，一般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率 100%。开展
群防群治，落实反恐、国家安全、禁毒相关工作
要求。狠抓安全生产，组织“全国防灾减灾日”
系列活动，加强企业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抓好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特别是危化品存储排
查。信访事项及时化解，受理信访件 92 件、矛
调中心转办工作函 35 件，收到便民服务专线各
类工单 4416 个，
全部及时给予协调、答复。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兴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在新的一年中，继续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市委、区委决策部署，以更有力的
谋划、更有效的措施、更扎实的作风，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
作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以优异成绩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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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作风建设

提升基层组织力

牢记人民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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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南开区兴南街 2020 年工作亮点回眸

构建“党建+基层治理”模式。扩大参与
基层治理的“朋友圈”，推行“1+1+3+X”党建
运行模式，即以社区党组织为统领，联合驻区
单位党组织，协同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
物业公司，带领社区居民、社区民警、社区志
愿者、在职党员和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好
基层治理工作。疫情防控期间，成立以主要
领导为组长的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定期
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专题会，强化动态
管理，严格落实封闭管理等防控措施，在小区
出入口检查点进行 24 小时值守。在疫情防控
工作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成立 9 个临时党支
部，设立党员先锋岗和党员示范岗。充分发
挥“132”帮扶工作组的作用，积极推动驻街企
业复工复产，帮扶中小微企业 538 家、个体工
商户 703 户。为第一时间准确掌握社区人员
的信息，对居民的情况进行快速鉴别和有效
分类，积极探索“6+1 分色管理法”，各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在前期通过电话、微信群和入户
调查等方式强化滚动排摸的基础上，全面排
查登记本小区居民行迹及身体状况，再进行
“分色管理”标注，压实网格责任，织密防控网
络，坚决保障居民健康及生命安全。
构建“党建+精细化服务”模式。本着“管
理全覆盖、资源共分享、管理无盲区、服务零
距离”的原则，抓实网格化管理，提升网格治
理辐射效应，让每个区域、角落都有人管。结
合网格走访，认真做好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
工作，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攻坚
工作，建立 1 处红色扶贫阵地，广泛宣传、层层
联动社会力量为受援县捐物价值 77.4 万元，
消费扶贫 30.8 万元，结对帮扶 3 户困难家庭。
围绕“一制三化”系列改革措施，切实提高窗
口工作人员精准把握各项政策的能力和水
平，提升服务质量，工作人员做到政策“一口
清”
“ 一口准”。继续推行预约受理、延时服务
等制度，逐渐完善相关规范，把便民服务事项
工作做细、做深、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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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3 版）为南开区实施“十四五”规划贡献智慧
和力量。
李伟成强调，要充分认识“十三五”时期南开区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进一步坚定高质量发展
信心，强化政协使命担当，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凝心聚力。要充分认识区政协十五届七次会议的重
要意义，聚精会神开好会议，自觉维护会风会纪，营造
良好风气。要加强会议期间疫情防控各项工作，确保
会议安全务实高效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区政协十五届七次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草案）；审议了政协南开区第十五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稿）和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稿）；审议通过了关于表彰 2020 年度政协工作先进
单位和个人的决定；审议了区政协人事任免事项；听
取了区政协各专委会 2020 年工作报告；书面通报了
南开区政府 2020 年办理提案情况。
区委常委、区政协党组副书记敖立功，区政协副
主席石江、许洪玲、郭明华、徐锦春、张社荣、孙华林，
区政协秘书长参加会议。

奋力开创
“十四五”
开局新气象
（上接第 13 版）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脑袋上
的“津门”，学习先进地区勇于探索的胆识和体制机制
创新做法，坚持问题导向，有的放矢、聚焦发力，既要
补短中之短，也要补长中之短，真正补齐短板、
巩固长
板，不断增添和构筑新的发展优势。
要理解把握在提气打气鼓气上见到新气象。气
就是气势、气象、士气、正气之气，能够为经济社会发
展和各项工作提供一种软力量。
“ 一鼓作气，再而衰，
三而竭”。
“十四五”时期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
年的气、第一年的劲、第一年的势至关重要。我们要
横下一条心、铆足一股劲、憋住一口气，瞄准前进方
向、
既定目标，同欲发力、
奋勇争先、
敢打敢拼，始终做
到有志气、壮胆气、不泄气，不断凝聚正气充盈、激情
迸发的干事创业氛围。
要理解把握在重事功练事功善事功上见到新气
象。事功就是落实、就是执行。开局之年，改革发展
稳定各项任务都很繁重，需要每名党员干部苦练事
功、勇于担当、狠抓落实。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知识结
构、强化专业思维、提升专业素养、增长实践才干，切
实提高担当的能力和本领。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
系统思维，落实“深细实全准”要求，切实提升工作执
行力、
落实力。要敢啃硬骨头、
敢拔硬钉子，不解决问
题绝不罢休，解决不到位绝不罢休，推动各项部署要
求和工作任务真正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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