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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文东东节节前前为为困困难难群群体体送送温温暖暖
走访困难居民1603户，发放爱心物资60万

本报讯(记者 崔岩) 春
节前，文东街道各级领导纷纷
参与到节前走访行列，为社区
困难群体送上温暖的问候。

为落实“春节”走访慰问
工作，街道党工委专门召开办
公会议，结合《关于做好2016
年春节期间工作安排》要求，
对节前走访慰问范围、标准、
形式等进行研究，参考往年标
准，继续加大对困难人员的走
访慰问力度。加强对辖区困难
群体基础数据采集和动态管
理，以社区为单位，在对困难
居民清查的基础上，尽可能将
民政、残联、人社中心等部门
单位未覆盖到的困难群众涵

盖在内，严格筛选多报、重报
等情况，对每位困难人员救助
原因、所患病种、家庭情况进
行摸排，做好分层次统计。

加强协调沟通，搭建平
台。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任组
长的困难家庭救助工作领导
小组，组建了党办、社事、劳
保、政法办、工青妇等多部门
共同参与的“一揽子”救助平
台，深入基层走访，按照“综合
分析、分类施保、额度适当”原
则，形成发救助金、送慰问品、
说暖心话的走访模式，向他们
传达街道和社区对居民的关
怀，同时还向社区群众宣传各
种惠及民生政策，注意倾听低

保居民、特困群体、老党员的
生活诉求，努力达到“慰问一
户、温暖一户、带动一片”的效
果。提供就业培训、创业便利
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综合救
助模式，尽力满足困难家庭节
前需求，进一步增强了社区在
居民中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充分利用上级下拨专项
经费，根据各口上报人员分门
别类，及时发放慰问金、慰问
品。在积极争取上级慰问资金
的同时，办事处自筹资金，拓
宽资金使用渠道，按程序从群
众工作专项经费中拿出部分
资金，走访慰问组织部、民政
局、残联等部门单位未覆盖到

的生活困难居民，为生活困难
居民送去米、油、鸡蛋、杂粮等
慰问品。同时严格把关，认真
走访，做到统一安排、统一标
准，加强资金管理，做到专款
专用，确保慰问工作公开公
正，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送
到困难人员手中。

春节前慰问活动共走访
慰问重症残疾、大病特困以及
孤寡单亲等困难居民家庭
1603户，累计发放各类物资近
60万元，其中街道自筹资金13
万余元，走访慰问838户，切实
保证了广覆盖、大救助，确保
困难居民群众安稳度过新春
佳节。

山大路社区

组织学生社会实践

社区联讯

为丰富学生寒假生活，增强学生
动手能力，2月18日，山大路社区组织
辖区的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学生
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到小区为
绿化带清理杂草、垃圾，并沿途铲除牛
皮癣、清理小广告。

通过开展社区实践活动，保证了
学生假期进社区实践活动中不走过
场、不走形式、“不盖假章”，培养了社
区学生的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增强了
学生从小热心公益事业的意识，同时
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参与社会、了解
社会的平台，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道德
品质。(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周虹)

科院路社区

安装计生药具自助机

为让更多群众享受便捷、高效的
免费计生药具服务，科院路社区在千
佛山医院门诊部服务台安装了计生药
具自助发放机，可以免费供应避孕药
具，18-60岁男女居民每人每月可持身
份证免费领取一盒避孕药具。免费计
划生育药具自助发放机的安装，为辖
区常住和流动人口能够便捷地自主选
择和领取避孕药具提供了方便，满足
了他们对避孕节育的需求，尤其是对
流动人口、外来务工群体提供了更贴
心、周到的服务。(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成振洲)

为进一步做好辖区内清理清查反
宣传品的工作，2月23日，文东街道政
法办工作人员来羊头峪社区检查双清
工作是否到位。工作人员对辖区主干
道两侧的电线杆、社区楼道、围墙等进
行了全面的检查，使广大居民群众进
一步认识到邪教的本质、危害，不断增
强群众辨析邪教、抵制邪教的能力，有
效维护了本辖区的安全稳定，收到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侯蓉)

文文东东街街道道整整治治烧烧烤烤摊摊点点有有实实效效
36个烧烤点取缔了15个

本报讯(记者 崔岩 通讯
员 昝璐) 自济南市获评国家
卫生城市以来，为保障辖区占
道经营和露天烧烤等城市环境
乱象不回潮、不反弹，文化东路
街道坚持“大城管”管理思路，
对环境治理易出现反弹的环节
进行了专项整治，取得了良好
的治理效果。

从2014年5月济南市创卫
总指挥部下发《济南市露天烧
烤餐饮经营管理指导意见》的
通知，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济南市这座处于十几年治乱循
环之中的“烧烤之城”，逐渐变
得有序、有规、有标准 ,曾经的

多条烧烤一条街变规范不再扰
民，“通过治理，2015年12345统
计数据显示，全年辖区里关于
烧烤油烟扰民的问题达到了零
投诉。”文东街道办副主任尹明
贵说。

今年1月，当报纸、手机将
多条济南市终于获得“国家卫
生城市”荣誉的消息推送出来
时，为创卫奋战了近两年的文
东街道办副主任尹明贵感慨，
他和他的同事们终于给了辖区
老百姓一个沉甸甸的答复。

文东街道办辖区一共6 . 62
平方公里，属于二环以内市区
里比较大的街道办，在集中整

治烧烤之前，辖区里分散有36
个烧烤点，“经过一遍遍反复的
说服教育和督促通知，最终我
们集中取缔了15个烧烤店，这
些店要么没有合适的经营场
所，要么没有按照规定安装合
格的油烟净化设备。”尹明贵
说。

“城基中心小区西侧空地
上，去年夏天冒出一个露天烧
烤摊，占道扰民，油烟乱窜，附
近居民频频投诉。”尹明贵说，
一开始违规搭建简易棚，城管
执法人员就按照程序对其下发
了整改通知，但对方置之不理。

“到了整改期限的最后一

天，对方依然在露天经营着。多
部门联手对这处违规烧烤摊进
行取缔，但遭到了对方的强烈
抗拒。最终，因为故意伤害执法
队员扰乱社会治安，这名经营
业户被拘留，这处曾遭到城基
中心上百名业主联名抵抗的违
规露天烧烤摊，被驱逐出烧烤
市场。”尹明贵说。

“在2015年的12345统计
中，文东地区关于烧烤摊油烟
占道扰民，达到了零投诉。”尹
明贵说，这也是他和同事们最
想看到的，创卫为民，创卫惠
民，取缔野蛮烧烤摊，群众的生
活环境有着实实在在的变化。

马马玉玉星星调调研研文文东东重重点点项项目目建建设设
本报讯 (记者 崔岩 通

讯员 昝璐 ) 2月26日上午，
历下区委书记马玉星到文化
东路街道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工作情况。区委常委、办公室
主任纪亮，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续明，副区
长肖辉陪同调研。

调研过程中，马玉星认
真听取了街道主要负责同志
关于辖区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汇报，详细了解恒大帝景项
目、省水利厅三宿舍和尚界
广场项目建设情况，对街道
党工委、办事处的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并对下步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马玉星指出，在全区领

导干部大会上，结合重点项
目建设和中央商务区拆迁工
作，提出了讲大局、讲规矩、
讲奉献的工作要求，希望街
道领导干部能从全区的工作
重点出发，以真抓实干的态
度干好本职工作。征地拆迁
的项目阻力强、难度大，既要
吃透政策、变换方法，又要坚
持用心、盯紧靠上，困难面前
不讲条件、不提借口，必须把
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改善民
生作为街道当前首要任务，
积极配合好中央商务区项目
拆迁工作，维护好地区安全
稳定，敢于不畏艰险、迎难而
上，确保取得扎扎实实的成
效。

羊头峪社区

清理清查反宣传品

山师东路社区

居民远离非法集资

2月2日，文东办事处政法办联合
山师东路社区居委会，一起走上街头
为居民朋友们宣传并发放“拒绝高利
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宣传资料。从以
往的非法集资案件来看，目前，辨别非
法集资的最主要特征是他的高额收益
率。一般银行正规理财年化收益在7%

左右，企业在盈利好的情况下年化收
益在10%左右。所以，一旦过高于这个
数字，居民就要提高警惕，避免落入陷
阱之中。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尼
鹏)

马玉星到文化东路街道调研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情况

2月16日上午，科院路社
区工作人员来到济南市第五
届道德模范张灿玾老人家
中，把“道德模范”荣誉证书
送到老人手中。工作人员对
老人六十多年来行医救人的
事迹表示极大的赞赏，并叮

嘱老人保重身体。
科院路社区党委书记李

玉玲表示，科院路社区党委
将继续充分发挥道德模范和

“身边好人”的示范引领作
用。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成振洲)

2月27日，中创开元山庄
社区开展了“小小志愿者服
务在社区”主题活动。

这次中创开元山庄组织
社区四点半假期班学习的孩
子一同参与到社区志愿者服
务队中，带上志愿者袖标，在
社区里捡拾纸屑，宣传环保，

沿途集中清扫一处垃圾点。
用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努力
绘出美丽的社区；同时，用他
们的小小举动影响和感染着
周边的人一起来保护环境，
一同加入到志愿者服务队伍
中。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贾媛媛)

为道德模范颁奖 弘扬社会正能量 小小志愿者 服务在社区


	E3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