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黄琴

本报讯 金风送爽桂飘
香，邻里情浓唱和谐。近日，
丹东街道塔山社区第十五
届“邻里亲·邻里情”（塔山
花园）邻居节和九九重阳节
活动举行，居民自编自演自
导，带来一个个精彩节目，

呈现一道丰富的“文化盛
宴”。

邻里关系是最基本的
社会关系，邻里和谐是实现
社区和谐、社会和谐的重要
基础。当天，小区居民和志
愿者们一起动手包饺子 渊如
图冤，并把一盆盆爱心饺子送
给老年朋友，为他们带去重

阳节的问候与关爱。
小区是我家，呵护靠大

家。当天，塔山社区社工和
塔山花园文明家庭代表还
联合宣读家庭助廉倡议书，
倡导居民和领导干部家庭
以德治家、以廉持家、以廉
修身、以廉树人的社会良好
风尚。（记者 蒋曼儒 摄）

记 者 胡凯 黄 玎 谢贤瑜
通讯员 叶集 何储池 李 瑾

本报讯 近日，丹东街道组织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暨村干
部工作汇报会议。

当天，街道相关负责人，辖区各村书
记、主任、班子成员来到高泥村和墩岙村，
参观学习乡村振兴、新农村建设的先进经
验。在县党章学堂里，大家重温入党誓词、
感受红色精神、追寻入党初心。在会上，

各村书记根据年初签订的责任状内容，详
细汇报村工作完成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
作计划。街道党工委班子成员部署了各线
下阶段工作任务。街道相关负责人对前三
季度工作总结回顾，并下一步的工作部署。

街道相关负责人指出，通过此次主题
教育党课，大家回望初心，追本溯源，要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以人民为
中心的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对
照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深
刻检视，查找差距，聚焦问题，以具体工

作的实效，扎扎实实抓好整改，大力发挥
基层干部们的担当精神、斗争精神、奋斗
精神。

又讯 近日，丹西街道成立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初心宣讲团”，

为认真做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广泛宣传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确
保各级党员干部吃透精神要求，确保主题
教育取得实在效果。

据了解，本次初心宣讲主题共分为三
大类别，分别是党史理论教育、基层实践
和初心故事。在接下来的“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老党员、基层党组
织书记、普通党员将作为讲师，为丹西街

道 2300多名党员带来一堂堂生动的党课。
会上，丹西街道为宣讲团成员颁发了聘书，
宣讲团成员们畅谈了初心讲堂的规划及对
丹西街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的建议和意见。

宣讲团成员纷纷表示，这次“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党员干部加
强自身理论学习的契机，将做好初心研读，
发挥榜样作用，通过初心宣讲， 引领党员
干部寻初心、悟初心、守初心、践初心。

又讯 近日，爵溪街道团工委组织动员
街道青年党员干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青年干部读书会。

本次会议以“回顾入党初心，坚定奋
进信念”为主题。会上首先进行了应知应
会小测试，考察每个参会青年党员对“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精神的掌握
熟悉程度。随后，青年党员结合自身工作
实际轮流发言，表达自己对初心的理解。

街道相关负责人对与会青年党员的发
言作一一点评，并鼓励大家蓄积勃发、蓄
力前行，为爵溪人民谋幸福，以坚定信念
和实际行动推动爵溪街道高质量发展贡献
青年力量。

政府服务 +社会力量 +专业机构

丹东街道：抓实垃圾分类 推动多元共治

塔山社区邻里情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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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深入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余骏迪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青
年读书会志愿者联合瑶琳社区
开展“我和国旗合个影”环保志
愿活动。
活动现场，青年志愿者们派

发垃圾分类宣传资料 600 余

份，并向社区居民介绍垃圾如何
分类，介绍垃圾分类对社区建
设、环境保护的意义与价值。社
区居民纷纷与国旗合影，来诉说
对祖国的热爱与敬仰。“孙茂芳
储爱超市”志愿服务设摊为居民
提供口腔检测、血糖血压检测、
听力检测等多项体检服务。

丹西街道开展
“我和国旗合个影”环保志愿活动

记者 谢贤瑜 通讯员 江春亚

本报讯 近日，爵溪街道 3
个社区 6个村 650余名适龄妇
女完成“两癌”筛查。

据悉，城乡妇女免费宫颈癌
和乳腺癌筛查工作是我县民生
实事项目，从 2017年起，参加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
35-64周岁的户籍妇女可以免
费享受五年一次的“两癌”筛查。

为顺利开展“两癌”筛查工
作，爵溪街道社会事业服务办

公室早在 8月初就召开专题动
员部署会议，按照年龄先后原
则，做好全街道适检人员的排
摸、宣传发动、预约检查等前期
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各村、各
社区网格员作用，走村入户发
放妇女健康宣传资料和预约检
查通知单。

下一步，街道每一名适龄
妇女将由象山妇幼保健院进行
信息建档，并提供追踪随访服
务，街道也将继续做好女性相
关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

爵溪全面完成”两癌”筛查工作

记者 胡凯 通讯员 黄琴

本报讯 近日，省第七督导
组来到丹东街道，针对辖区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开展现
场督导。

省督导组实地检查了丹东
街道万象社区上城公馆垃圾分
类情况。街道住宅小区生活垃圾
分类分管领导钮雪霞通过志愿
者服务、学习培训、宣传氛围、

“21日有害垃圾收集日”等多方
面内容，给在场人员介绍了近一
年来丹东街道住宅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推进情况及所取得
的成效。省督导组还查看了小区
的四分类智能可回收箱、二分类
智能垃圾箱等智能设施，在现场
工作人员的演示下，了解了如何
使用智能设备、积分兑换礼品、

通过手持终端扫描可降解厨余

垃圾袋上的二维码记录居民分
类的准确率等。
省督导组对丹东街道垃圾分

类推进情况予以肯定，街道也将以
本次督导为契机，全面落实督导反
馈的意见和建议，发挥多方力量将
垃圾分类工作推向新高度。
今年以来，丹东街道结合自

身实际，深入实践“政府服务 +
社会力量 +专业机构”“1+X”多
元化生活垃圾分类源头自治模
式，持续深化“一扩二提五导”，
构建“四位一体”推进方式，组建
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由社区
建设管理办具体实施住宅小区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实专办专
人专管制，推行“周报进度、月开
例会、季行小结、半年考评、年末
考核”制度，完善项目化管理督
导制，有序推进住宅小区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截至目前，辖区 57

个小区已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覆盖面达 96.6%，成功创建 6
个市级示范小区，上城公馆、玉
兰雅府、和景府、紫汀盛园 4个
全智能化小区已投用，并启动
“定时定点”投放小区试点工作。

垃圾分类不是易事，需要加
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
动习惯养成。在丹东街道多个小
区，一台台“积分兑换一体机”
“吸纳”了居民的各类生活垃圾，

通过礼品兑换、物质奖励的形
式，有效调动了居民投放的积极
性。除建立投放激励机制外，丹
东街道与社区、第三方各成立宣
传联络员、专管信息员共 83人
的业务队伍，按日报工作动态、
周报工作进度、月报工作小结、
半年度自查通报、年度汇总考
核，跟踪式督导推进。实施现场
办公、实地指导、督导小区开展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立多方参
与联合商议工作机制，及时解决
处理因二分类桶、四分类回收箱
定点定位摆放、进社区施工等引
发的问题及矛盾纠纷和网络民
情会办投诉件 100多起。

绿色生活方式的塑造，要把
环保意识转化为社会共识和集
体行动。丹东街道结合“三服
务”，以社区为工作平台，组织协
调发动业委会、物业公司、社会

组织、学校等，举办各类绿色、低
碳、环保课堂，开展多层次、多形
式、寓教于乐的活动，扩大垃圾
分类影响力与全社会性。发动党
员及志愿者通过社区宣传栏、发

放宣传单、上门走访等形式，深
入社区小巷、居民楼道、单元楼
栋广泛发动宣传。

丹河社区开展“我是环保小
卫士”21天垃圾分类活动、水木

华庭举办“凝聚巾帼力量，助力垃
圾分类”垃圾分类签字仪式和志
愿者授旗仪式，金秋社区开展“文
化夜市助力垃圾分类”“慈善义
卖”倡导垃圾分类等活动……今
年，街道结合“牢记初心使命、勇
于奉献担当”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各社区党组织联合各共建单位
党员志愿者，积极投身垃圾分类
工作，推动相关理念逐渐成为人
们的生活习惯与文明自觉。同时，

各社区联系第三方开展智能小
区设备安装、两分类点位硬化、垃
圾袋发放、上门入户宣传、桶边宣
传督导、积分兑换、红黑榜展示等
工作，保证每月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次数，引导居民自觉、正确分类
生活垃圾。目前硬件设施建设及
涉及 1200多个点位基本完成，
已发放宣传资料 70000余份、厨
余垃圾袋 76930个。

记者 黄玎 通讯员 金雪微

本报讯 近日，丹西街道党
工委书记史欣荣，党工委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叶志方深入基
层开展“我当一天网格长”服
务基层活动，以网格长身份，深
入社区、校园、商户等地进行平
安巡查暗访。

当天，史欣荣一行先后来
到文昌社区棚改区、春晖幼儿
园、三棱街、小小超市、蓬莱社区
美丽街区、丹瀛社区锦宁小区
检查治安、消防隐患、卫生、危旧

房改造等情况。每到一处，史欣
荣仔细查看存在的安全隐患、
环境卫生情况、附近居民的诉
求、网格长平时碰到的问题等，
深入了解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
难点问题，并针对老小区电线
凌乱老化、私接电线、卫生反复
整治反弹、老小区改造中存在
的问题等提出了意见或建议。

巡查暗访中，史欣荣指出，
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对重点领域、
重点环节安全隐患排查，要制
定应对防范措施。同时，要加强

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和宣传，构
建群防群治的安全防线。

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叶志方一行先后来到丹桂社
区海城华府小区、丹桂花园小
区、瑶琳社区瑶琳小区、丹阳小
区商业街、花鸟市场等场所，检
查小区物业管理、安全隐患、垃
圾分类等情况。针对小区电瓶
车停放不规范，挡住消防栓、一
家废品回收站无营业执照等问
题，向负责人逐一反馈，提出整
改要求，并对社区进行的垃圾
分类等情况提出建议。

丹西主要领导深入基层开展“当一天网格长”活动
记者 谢贤瑜

本报讯 近日，爵溪街道八
村人姜海成和朋友在爵溪码头
附近成功救下一名落水女子。
当天晚上六七点钟，姜海成和
朋友途经该处，隐约听到远处
传来呼救声。闻声而去，发现一
个四五十岁的女性头朝下、脚
朝上漂浮在不远处的海面。“我
一看，这可不得了，就马上去帮
忙。”姜海成迅速从旁边停泊的
渔船处取下船槁，尝试着把人
捞回来。落水者身材偏胖，因窒
息昏迷，身体向下坠变得格外

重，船槁又不好施力，姜海成自
己一个人根本拖不动，最后和
同行的朋友一起将人成功拖至
岸边。

被救上岸后的女子脸色苍
白，意识昏迷，口鼻处还有不少
积水，姜海成第一反应就是要把
人救活。庆幸的是，他曾在街道
举办的船员培训中学习过心肺
复苏术，在经过 10多分钟的胸
外按压后，落水女子终于吐出几
口海水，恢复了意识。姜海成则
耗尽了全身力气，累得不行。

随后，落水女子被 120救
护车送至医院。

爵溪人姜海成勇救落水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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