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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东东街街道道大大气气污污染染防防治治出出大大招招
不达标炉具“退休” 建筑工地日日巡查

万豪社区举行消防演习，提升居民安全意识

起起火火了了？？原原是是应应急急消消防防演演练练

本报讯 (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昝璐 ) 为进一步强化
居民消防安全意识，提高火灾
防控以及突发事件的应变能
力，11月11日上午，万豪社区居
委会联合历下区消防大队、文
东办事处安监科、文化东路派
出所举办了社区消防逃生演练
活动。

此次活动以“强化安全意
识，掌握消防知识，共创安全社
区”为主题，演习由物业保安、
社区居民以及居委会工作人员

模拟浓烟场景，组织居民从安
全通道有序撤离火灾现场，到
达小区中心广场。

活动中，文东派出所孙贤
明警官，给大家讲解了居民在
家防抢、防盗知识；消防大队李
会参谋向居民讲解如何正确使
用灭火器的方法；安监科科长
赵耀向居民解释本次活动的初
衷及意义。讲解结束后，进行灭
火实际模拟演练。由两名保安
人员手拿灭火器对准“燃烧物”
进行喷扫，消防大队李参谋现

场作出指导，结束此次演习。
本次消防逃生演习，让居

民在实践中受益，受到社区
居民一致赞同。对促进居民
掌握基本的火灾预防常识，
检验消防应急预案的合理性
和可行性，检查消防设备的
完好性，同时提高各部门在
应 对 突 发 事 件 时 的 相 互 配
合、应急管理、应急管理，也
对未来促进消防工作的开展
及宣传“安全社区”创建工作
起到了铺垫作用。

本报讯 (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郝璐 ) 为有效提高辖区
空气质量，文东街道坚持从实
际出发，采取多项措施扎实推
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
处。

就大气污染问题，文东街
道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及时
制订工作方案，召开大气污染
防治会议，组织检查、部署工
作，各部门及社区居委会共同
联动，做到发现及时、处置有
力、监督到位。同时规范日汇报

制度，做到发现一处上报一处。
为落实分工，街道增强城

管巡查力量，在13个社区分别
建立了城市管理综合服务站，
形成以小组为单位、以社区为
网格形式，负责该区域内环境
质量的日常监管工作。

整合资源，加大排查力度。
以城管委为主体，与执法中队、
环卫所、市政、园林等部门加强
联系沟通，使得各部门在环境
综合整治工作中互相支持、互
相配合、资源共享、形成互动。

着力加强对辖区恒大帝景、千
佛山医院儿科诊疗基地在内的
5处建筑工地巡查力度，做到每
日早中晚三次巡查，督促其安
装和使用降尘设备，对有违规
行为的工地下发整改通知书，
严格落实好治理扬尘和渣土24
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早、夜市管
理，坚持每天早上6:00至晚11:
00不间断巡查，对重点街区每
周不定期采取集中整治行动，
定时盯守。

保障绿化，开展治理工作。

对辖区已拆除的违法建筑遗留
空地进行绿化。分别在师东新
村东西路栽植冬青 1 0 0株、山
师 二 附 中 门 前 栽 植 冬 青 1 0 0
株；羊头峪东沟街提升绿化面
积2 0 0平方米，栽植苗木1 8 0 7
棵 ；新 建 山 师 北 街 绿 地 面 积
150平方米，栽植苗木6020棵，
铺设草坪40平方米。同时规范
烧烤经营，对辖区餐馆餐厨油
烟违规排放现象进行整改，淘
汰不达标燃煤炉具，基本完成
油烟净化装置安装使用工作，

坚决取缔露天烧烤及占道经营
等违法行为。

结合街道监控平台，保障
12345、12319热线畅通，做到
接到举报后15分钟内到达现场
进行处理，保障监督有质有量。
利用微信公共平台向街道、社
区工作人员发送节能减排小常
识，减少机动车使用，倡导绿色
出行。同时在社区宣传栏、黑
板、LED大屏幕广泛宣传防治
大气污染危害性和防治的紧迫
性知识，提升居民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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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赵伟) 为促进灵活就业人
员实现多种形式的就业再就业，
进一步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养老
保险接续率，近期文化东路街道
积极行动，多措并举，确保该项
工作落实到位。

做好调查摸底，依托社区劳
动保障服务站在辖区范围内开
展灵活就业人员调查摸底工作，
全面掌握了解应享受政策人员
数据。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
LED电子显示屏、短信平台、报

纸等渠道，广泛宣传社保补贴有
关政策，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影响
力，同时，张贴通知以及散发宣
传单向居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
式，家喻户晓提高知晓率。

加强业务培训，为了让业务
经办人吃透政策，便于开展工
作，举办了业务培训，培训相关
政策及具体的办理流程。通过培
训学习，使每名工作人员成为落
实政策的“宣传员”“咨询员”“讲
解员”“办理员”。

提供热情服务，设立专门服
务窗口，积极为灵活就业人员办

理领取社保补贴提供一条龙服
务，同时，针对“4050”人员年龄
偏大、文化水平低、心理稳定性
差的实际情况，从服务态度、服
务方法、服务效率等方面，全方
位贴心服务。

把关补贴程序，严格按照社
保补贴相关政策规定，对申报条
件、认定办法、申请手续、所需材
料等做出明确规定。本月已为6位
符合条件的零就业家庭成员申报
办理了4050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三季度先后为158名4050灵活就
业人员发放补贴20.66万元。

文文东东街街道道加加大大社社保保补补贴贴力力度度
158名灵活就业人员喜领补贴

文东街道开展人才资源调查
统计6类人才队伍情况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郝璐) 为落实全区人才资
源调查统计工作会议，扎实做好
人才资源统计调查工作，文化东
路街道组织各科室、社区积极学
习有关资料，多措并举确保统计
调查工作高质量按时完成。

为贯彻全区人才资源调查
统计工作会议精神，街道及时组
织各科室、社区召开“人才资源
统计调查”动员大会，根据系统
显示，文东街道辖区共有2641户
法人单位在调查范围内，业务量
位列全区第二。为确保工作有序
推进，会上专门成立街道人才资
源统计调查领导小组，由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任组长，各分管领导
任成员，统一部署安排，充分调
动人员积极性，进一步明确分工
和责任。

此次统计工作实行区域负
责制，所有企业都进行了合理划
分，为提高统计人员的业务水
平，熟练掌握方法技巧，街道整
合力量，由人社部门负责信息分
发和整合，对各社区调查员进行
业务培训和业务指导，下发《人
才资源统计调查员业务手册》40
余份。督促各社区在一周内筛选
辖区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摸
清法人单位中的人才底数，对单
位基本情况表、单位人才信息登

记表、单位人才需求统计表等调
查表格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明
确调查内容。

文东街道始终注重业务开
展的同时提升服务质量。严格规
范各社区调查员工作，以社区为
单位进行业务互查，吃透文件精
神中的概念、关键词。落实“专人
专岗”制度，做到“一证一人”持
证上岗，各社区建立《调查员工
作记录》，每周及时上报调查统
计信息，对个别案例进行全员学
习讨论。及时有效与企业单位沟
通联系，严格按照《统计法》的规
定，采取根据《法人单位名录库》
前期电话预约、上门入户进行政
策介绍服务、现场完成填报、登
记的工作模式，运用专业讲解、
微笑服务、文明用语的服务理
念，确保人才资源统计调查工作
高效完成。

街道、社区联合把关，对汇
总的数据进行及时审核，尤其
对列入“人才统计簿”的党政
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
业技术人才等6类人才队伍进
行复审，严格按照标准归类。
同时保障调查统计工作透明，
采用实名制全面统计调查方式
进行，杜绝虚报、瞒报、错报等
情况出现，确保统计数据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

文东地区人大代表开展调研
王继贵出席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求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昝璐) 11月24日，历下区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王
继贵参加文东地区人大代表调
研活动。区委常委、副区长尹红
梅参加调研。

代表团首先来到文化东路
街道和平路社区、高新区汉峪金
谷进行实地参观，通过参观各类
便民设施、了解项目建设概况，
代表们对现代化社区改造提升
建设情况和我市重点项目建设
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

随后，代表团就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现状进行了专题座谈。座
谈过程中，文化东路街道副书
记、办事处主任吴强就区域经济
发展现状进行了专题汇报，代表
们就汇报内容和经济社会的新
形势展开自由讨论。

最后，王继贵对文东地区一
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表
示肯定，并提出下一步工作要
求，表示“十三五”规划给持续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办法，要从
各自领域深入研究、总结提炼，
坚持发挥好代表作用，更好地服
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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