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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共奋进 众志成城绘蓝图
——南开区王顶堤街近期亮点工作回眸

社 区 拾 珍

华苑街
开展人大换届选举宣传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魏紫东）为进一
步提升南开区第十八届人大换届选举知晓率和选
民参与度，日前，南开区华苑街开展人大换届选举
宣传日活动。

活动中，通过设置展牌、张贴标语、设置咨询台
和发放《致全区选民的一封信》等形式，号召选民依
法参加区人大代表选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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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南开区王顶堤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区委、
区政府部署要求,推动街道各项重点
工作落实落地。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为建党百年献礼

《天津日报·南开时讯》 南开区社区办主办 （第92期）

强化党建引领 加强组织建设

一是扎实开展换届选举工作。全街应换届
23个社区全部完成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社区党员大会参会率平均98.53%，其中8个社
区党员参会率为100%。新当选社区党组织书
记得票率平均为98.98%，其中9位社区党组织
书记全票当选。23名社区“一肩挑”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19人、占比82.6%；平均年龄37.4岁，
实现了学历、年龄“一升一降”。完成177个网
格党支部（包括新设网格党支部）和3个“两新”
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明确网格党支部换届工

作环节和档案留存要求，开展抽查检查。
二是积极推动党建工作。完成2021年9个

发展党员指标。开展120名生活困难党员、112名
特困群众、64名“双联系”党员、6名机关生活困难
党员和2名建国前无工作老党员七一慰问工作。

三是巩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成果。着力提升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
的能力和水平，把机关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入列
轮值工作作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
与“扎根网格、血脉相融”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确
保党员干部做到攻坚克难展形象、走街入户访
民情、融通感情交朋友、帮扶助困解民忧、整合资
源惠民生，真正把密切联系服务群众落到实处。

化解矛盾纠纷 服务保障民生

一是优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实施
“一站式”服务，在原有劳动保障服务窗口增加
民政、住保等服务内容的基础上，新设政务服务
一体机、政务政策查询屏等设备，为居民提供自
助办理、查询等便民服务，坚持柜台引导到位、
流程讲解到位、跟踪服务到位，推行主动式、精
准化、跟踪保障服务，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温
馨的政务服务环境，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转化为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目前全街受理群
众审批事项9500件，为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
500余人次提供就业培训20批次。为居民群众
办理住保业务103户次，为残疾人办理残疾证
4135个，发放辅助器具84部、残疾人相关补贴
158310元。

二是充分发挥网格化服务管理作用。组织
网格员参加“一体化平台”运用培训会，将网格
员的工作情况、各类报表、数据上报情况纳入年
终考核范围。健全“九全”工作机制，打通基层
治理“最后一米”。民情日志上传数达到应走访
数的80%以上，线下补充数不超过应走访数的
20%。建立60岁以上独居老人台账。每周上报

安全隐患排查表，开展入户走访。用足用好调
解手段，深化矛盾纠纷化解“双百”行动，推行
“四方”调处机制。截至目前，按时处理市、区转
入转办单4件，解决自受理案件26件，其中法律
咨询23件，成功完成民事调解3件。

三是用好为民服务平台。充分利用“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民零距离”等为民服务
平台，为居民提供便捷服务。截至目前，全街解
决自受理案件26件，办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4073件、政民零距离29件。

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筑牢街域安全防线

一是巩固深化扫黑除恶成果。成立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建立信息报送
制度和分析研判机制，在容易滋生黑恶势力犯
罪的重点领域进行排查。利用微信、横幅、电子
屏、展板等方式强化舆论宣传。发动网格员全
面排查网格内的黑恶势力，确保不留死角。

二是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
前，共排查单位及企业383家，发现安全隐患14
处，整改率100%。联合相关部门对金环里地下
室进行检查，对安全隐患提出整改并进行复
查。为全街2700余个楼门安装“禁止电动自行
车进楼、禁止楼内充电”警示牌。为50个准物
业小区施划消防车道黄色网格线，保障“生命通
道”畅通。做好域内单位、居民家庭消防安全宣
传，避免事故发生。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营造浓厚宣传氛围

切实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防
控策略，加强疫情防控风险排查，严格落实各
项管控措施，坚决阻断疫情传播。截至目前，
全街管控入境人员 191人，严格落实“14+7”
的管控政策；对重点地区回津人员及时推送、
及时核查、及时管控，做好街道、社区与卫生
专干、疾控中心的配合，核查相关重点地区人
员，强化责任，提高防控的针对性、有效性和
精准度。

继续推动疫苗接种工作，提高居民群众
知晓率、接种率，街道包保领导带队深入社
区持续做好街域内网格整体排查动员工作，
做好台账登记梳理，利用电话、微信、入户宣
传、张贴宣传海报、LED电子显示屏等多种
渠道大力宣传，做到疫苗接种人人尽知、户
户知晓。

提升市容环境 加强社区精细化管理水平

长虹街
开展主题文艺演出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田晶）日前，南
开区长虹街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手南开区文化馆
开展“南开创文·有你有我——长虹街文艺志愿服
务进社区”文艺演出。

演出中，文化志愿者们为大家带来歌曲《党旗
飘扬的方向》；诗朗诵《信念永恒》等文艺作品，专业
的表演赢得居民阵阵掌声。

广开街
重走长征路 感悟革命志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桑瑶）日前，南
开区广开街道党工委组织部分党员干部开展“重走
长征路、感悟革命志”主题实践活动。

活动分为红军长征历史专题讲座、重走长征
路誓师大会、实景体验、座谈感悟等环节。广大党
员体验红军长征的艰辛、感悟红军将士坚定的革
命理想。

兴南街源德里社区
爱心捐赠 支持公益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刘祎晴）日前，
南开区兴南街源德里社区联合南开中学开展“我为
群众办实事”主题党日活动暨“衣+1=爱”第九季爱
心捐赠活动。

活动中，大家将家中闲置的秋冬装整理干净，
送到社区公益点位，并积极捐赠邮费。南开中学学
生代表为捐赠者发放了爱心卡。

体育中心街时代奥城社区
“慢跑拾荒”助力创文

本报讯（记者 李铁军 通讯员 武虚涧）日前，
南开区体育中心街时代奥城社区举行志愿者服务
队启动仪式暨“慢跑拾荒”志愿服务活动。

据悉，该志愿服务队既有精通家电维修的老年
人，也有熟悉外语的年轻党员，大家通过发挥各自
特长，定期开展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后，志愿者们
来到南翠屏公园开展“慢跑拾荒”志愿服务活动，大
家用实际行动扮靓市容环境。

万兴街兴泰路社区
开设老年人手机课堂

本报讯（记者 刘雪萍 通讯员 冯玥）日前，南开
区万兴街兴泰路社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为社区老年人开设手机课堂，教授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图文教学、一对一帮学等
方式，教授老年人如何使用手机进行医院预约挂
号、打车等，受到社区老年人欢迎。

编者按

一是结合实际成立宣讲团。依据区委审
定的宣讲提纲和党史学习教育指定学习材料，
以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力促党史学习教育入脑
入心，街道宣讲团由处级领导、各社区党委书
记组成，社区宣讲团由退休老干部、党员志愿
者组成。邀请相关学校历史、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开展党史宣讲活动5次。突出青少年
群体，组织开展“小手递大手，党史路上一起
走”活动，让青少年走进社区楼门、来到社区
中心广场，当起“小小宣讲员”，讲好党史故
事，弘扬革命精神。截至目前，开展党史宣讲
活动40余次。

二是充分利用红色资源。开展体验式学
习教育，组织街退役军人前往天津市博物馆，
了解近代天津城市文化与社会变迁及奔向光
明的过程；组织“两新”组织参观初心年代主题
馆，感受革命精神的力量；组织社区党员参观
“廉润初心”文化传播推广中心、红色教育基地
等，接受精神和灵魂的洗礼。

三是积极开展庆祝建党百年活动。街道
先后组织“向标杆看齐、请群众评判”征文比
赛、“向建党百年敬礼”演讲比赛、“重温百年党
史、砥砺奋进前行”文艺汇演等活动，借助社区
文化站等阵地，各社区组织舞蹈、合唱、书画等
队伍开展各类文体艺术活动，表达对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的深深祝福。截至目前，开展
活动100余次。

一是持续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建。与物业
公司沟通，联合海绵城市工程施工方共同做好
社区环境整体提升工作，分层次、有针对性地逐
步解决小区道路坑洼、绿地裸露、楼门堆物等各
项问题。

二是巩固国家卫生区创建成果。全街所有
社区均已参与开展绿色社区创建活动，并设置
迎风里、美丽心殿2个垃圾分类试点。开展垃
圾分类讲座5次、宣传活动5次，发放宣传材料

2000余份。发动社区、执法大队开展沿街商户
宣传2000余户，治理乱泼乱倒现场50余处。重
点拆除五和超市、瀑园、农裕里、盈江西里14号
楼后等多处违建点位共计3700余平方米。

三是推进城市管理向背街里巷延伸。通
过定人、定时、定点的推进方式，按照“主干道、
重点区域严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规范治
理”的原则进行全覆盖、拉网式梳理。清理占
路摆卖2000余次，沿街堆料堆物1000余处，乱
挂、乱贴、乱画7600余处。治理露天烧烤、马
路餐桌25起，治理道牌、广告牌乱摆300余处，
拆除艳阳路大型广告牌7个，拆除融创周边道

路沿线无行政审
批手续的 LED 广
告屏150块。对18
个占路经营者予
以返还暂扣经营
工具及经营物品，
对 25 个多次劝阻
仍拒不改正的违
法占路经营者依
法处罚。

四是健全旧楼

区长效管理机制。

完成对 49 个自然
小区的社区居委会
和服务企业的合同
签订及备案指导工
作，考核17个自然
小区。旧楼维修共
接件3757件，办结
率 100%。清理堆
物2010车、渣土92
车。完成旧楼区下
水道清理项目招
标，为旧楼小区疏
通清掏下水井点位
253处。

嘉陵道街金川里社区
绘美丽夕阳

本报讯（记者 周泽岚 通讯员 余淑贞）在重阳
节之际，南开区嘉陵道街金川里社区开展“庆重阳、
绘美丽夕阳”主题活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拿出老式油伞、油画笔
等，邀请老人们一起手工绘制属于自己的油伞。老
人们在油伞上画上了茱萸等植物，表达对重阳节的
美好祝愿。同时，大家一起重温重阳节典故和传统
习俗。

南开区在相关街道社区设立消费帮扶产品

馆，展卖甘肃省特色农副产品。图为居民群众在

位于鼓楼街铜锣湾社区的环县消费帮扶产品馆内

挑选心仪的商品。 记者 王英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