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胡凯
通讯员 蔡丹亚 李镇涛

本报讯 近日，丹东街
道办事处联合丹东市场监
管所，对辖区内所有学校食
堂、校园周边经营店进行全
面检查，有效预防校园食品
安全问题，保障广大师生的
身体健康（如图）。

行动中，执法人员详
细查看了学校食堂就餐区

域及后厨的环境卫生、食
品原材料进货查验等情
况，重点检查了食品留样
制度落实、餐饮具洗消、人
员健康证明、食品原材料
储存环境及食品添加剂管
理情况。同时，执法人员还
对校园周边食品经营单位
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了相
关索证索票、食品有效期、
进货渠道。对于个别民营
幼儿园存在食品留样未落

实到位、台账登记不完善
等情况，执法人员责令其
立即整改。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
人员 23 人次，检查学校食
堂 31 家、校园周边餐饮店
及副食品店 64 家。下一
步，丹东街道食安办、丹东
所将继续保持对校园食品
安全监管的高压态势，对
需要整改的单位进行督促
落实。

记 者 胡凯
通讯员 叶敏明 杨丹妮

本报讯 最近，丹东街道科
协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
生了街道科协第四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及主席、副主席，并号召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深入实践科
学发展观，发扬“献身、创新、求
实、协作”的精神，为开创街道科
协工作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五年来，丹东街道科协第
三届委员会坚持“三服务一加
强”工作定位，坚持“大联合、大
协作”工作方式，解放思想、深
化改革，服务科学发展，推动自
主创新，提升科学素质，促进了
街道经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
展，开创科协服务创新驱动发

展、服务科技人员、服务全民科
学素质提升的良好局面。2015
年，丹东街道获得“宁波市科普
示范街道”荣誉，并自 2016 年
起连续三年被评为宁波市科协
工作先进单位。

五年来，丹东街道科协发挥
自身组织优势，围绕经济和社会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多次入企开
展专题调研，引导企业加大研发
投入，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产品，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科
技技改投入达 5.5亿元。

丹东街道科协不断拓宽渠
道，广泛开展面向农民群众、服
务农业农村的科普宣传教育活
动，先后组织科技人员开展各
类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21次，培
训人数达到 2000多人。指导后

山、岙里、南门等村开展各类科
普活动，结合农民文化节，通过
编排崇尚科学的小品，穿插科
技下村科普咨询等活动，对村
民进行集中式的培训。同时，结
合新农村文明建设，开展中老
年人智能手机应用、食品安全
培训等，形成了科普下乡、农民
文化节、科技培训为主要内容
的农村科普活动。

梅园社区建成科普馆，定
期举办科普大讲堂活动；塔山
社区利用“全国科普日活动”，
编排科普小品设计科普竞答；
新华、东风、金秋社区以老年人
和青少年为重点对象，因地制
宜开展特色活动；丹峰、文峰、
丹河社区结合应急演练、防灾
减灾开展科普教育……围绕民

生，丹东街道科协不断探索社
会化科普工作新机制，以科普
示范点创建为契机，充分发挥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对服务社
区、改善民生的推动作用。目
前，塔山、梅园俩社区已分别创
建成功国家级科普示范社区，
其他 8个社区均已完成市级科
普示范社区的创建。

以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为载
体，以推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
设为契机，大力推进农村科普
工作，开展科技培训、科普咨
询、科普图片展览、科普知识竞
答等系列活动。同时，以科普宣
传阵地为基础，使全街道每个
村、社区、企业都建立了相关的
科普宣传阵地，定期更换最新
的科技、文化、健康等科普知

识。社区通过暑期夏令营活动，
利用科普宣传画廊，为广大青
少年营造“讲科学、爱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丹东街道科协将围
绕构建“品质丹东、品位街道”，
突出改革创新、项目推进、路线
教育“三个聚焦”，加快提升产业
质量效益、城市开发水平、生态
治理成效、群众幸福指数、执行
落实效能“五个提力”，组织和动
员全街道科技工作者，坚持以科
学发展观统领科协工作，大力推
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全面提
升全街道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扎实的工
作，不断拓展科协工作领域和活
动空间，不断提高科协组织的服
务能力。

丹东科协着力创新助建“双品”都市型街道

丹东把好校园“舌尖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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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玎 通讯员 金雪微

本报讯 连日来，丹西街
道开展“迎大庆、保平安”夜
访夜议活动，进一步加强机
关干部作风建设，提升干部
队伍素养，深入推进“平安象
山”工作。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一
个月，由片区党政领导带队各

村联村（社区）联企干部，为分
片区深入各村（社区）、企业，
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重点
工程政策处理、生活垃圾分类
等工作。通过个别走访、集体
座谈等方式与村民居民职工
交流、倾听心声，对收集到的
社情民意、矛盾纠纷等，逐个
逐项汇总、分析、研判，集中研
究处理意见，分解细化任务、

落实责任人和制定完成时限。
为提高夜访夜议实效性，

街道活动采取工作日志记录，
每周汇报一次形式，督促干部
下沉一线走访联系群众。下一
步，街道还将组织青年干部开
展夜学读书会活动，让干部从
思想、行动、作风等方面进行
对照、剖析，以此来蓄积强大
的服务群众工作力量。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俞婷婷

本报讯 连日来，丹西街道
在企业相对集中地，以及人流、
车流较多之处挂置横幅，加强
宣导，营造氛围，加深百姓对企
业固废、危废管理环保意识。

据了解，丹西企业多、分布
散，环保站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资
源情况下，就如何有效利用多媒
体加强宣传上积极下功夫。对企
业主、企业行政管理人员、甚至厂
房出租方等以短信方式进行工
作提示，落实工作措施。向丹西企
业群、规上企业群、丹西企业会计
群、规上企业会计群等QQ工作
群和微信群不定期发送有关法
律法规知识和相关工作内容提
升环保意识。全面发动企业主、生
产管理者以及生产职工全方位
参与企业固废、危废工作。

同时，丹西街道从 54家规

上企业和 8 家拟上企业入手，
发动联企干部，充分利用企业
环保协管员和村网格员等力量
逐家逐户入企走访，面对面做
好相关数据填报，掌握第一手
资料。根据行业分类（机械、模
具、食品、纸箱等）对规上和拟
规上企业以外的挂靠丹西企业
开展地毯式全面排查。排摸基
础上，建立一企一档制，并落实
人员全程跟踪。

此外，通过网上学习、专业
人士工作指导等各种方式输送
相关业务知识，加强工作人员、
环保协管员工作培训。定期入
企开展指导沟通，从查看固废、

危废污染源产生现场，贮存场
所到固废、危废转移情况等方
面开展指导工作，引导企业从
被动监管到主动监管，使企业
固废、危废等环保工作趋于主
动性、规范化发展。

丹西多项举措落实
固废、危废工作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金雪微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社
会事务办联合合力制动有限公
司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

活动现场，大家在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认真填表、检查、抽
血，秩序井然，据悉，这是合力制
动有限公司连续第 12年组织员
工献血。约 9时 30分，完成信息

登记、验血红素等程序后，一位
献血者快步来到采血室，躺在献
血椅上。随着鲜血向输血管静静
流淌，她的神情渐渐放松下来，
和一旁的医务人员聊起了天。她
说“能够尽自己的努力帮助有需
要的市民，心里很高兴，以后有
机会还会参加献血活动”。

据了解，当日参与人数共
计 14人，献血量 4400毫升。

无偿献血 奉献爱心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范黎斌

本报讯 近日，“丹东无欠薪”工作推进会
召开，总结回顾前阶段“丹东无欠薪”建设工
作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重点部署。

据了解，丹东街道自去年 6月全面启动
“丹东无欠薪”行动以来，以工程建设、加工
制造等容易发生欠薪的行业为重点，通过落
实企业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加强属地管理、
实施部门联动、加大査处力度，探索形成源
头预防、动态监管、失信惩戒相结合的长效
机制。今年，该街道进一步加强无欠薪建设，
通过深化全省劳动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创建
成效显著单位工作成果，新成立老娘舅工作
室，联合辖区网格员力量，强化日常排查，提
高村、社区、企业欠薪防范处置能力，落实部

门联合预警监控、工资支付保证金等机制，
依法有效解决欠薪问题，使工资拖欠现象得
到有效控制。

此外，针对欠薪易发领域和重点环节，

该街道还实施制造业企业、工程建设项目、
企业欠薪失信行为等专项治理，对未履行工
资支付主体责任的企业，联系相关部门依法
给予行政处罚、信用惩戒；涉嫌犯罪的，移交
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防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行为，力争通过各部门协调努力、
齐抓共管，达到“无欠薪”的目标，形成制度
完备、覆盖城乡、责任落实、监管高效的欠薪
治理格局。目前，街道欠薪情况总体态势相
对平稳。

无欠薪是保障民生的底线，关系到社会
和谐稳定。下一步，丹东街道将继续围绕省
市县有关工作要求，严格按照“丹东无欠薪”
行动目标和建设标准，进一步提高思想意
识，落实行业主管责任、街道属地责任，准确

掌握工作标准，仔细对照“丹东无欠薪”标
准，做到心中有底，研究透、执行好相关政策
要求，把防范处置欠薪的各项举措做深做细
做实，巩固提升象山无欠薪创建成果。

“丹东无欠薪”工作
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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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西开展夜访夜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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