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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生活
本报讯（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张越）

近日， 开发区太昊路办事处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迎来了十多名朝气蓬勃的青

少年。 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各具特色
的功能室内， 工作人员带领他们开展
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在太昊路办事处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记者看到，阅览室、科普教育室、心
理咨询室等被收拾得整整齐齐、 干干
净净， 为社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创造
了良好的卫生环境。

记者了解到，太昊路办事处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大量活动， 如防溺
水培训、书画和剪纸等活动，通过形式多

样、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有效搭建青少
年社会实践平台， 引导青少年积极参与
志愿服务，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据悉，太昊路办事处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只是太昊路办事处新时代文明实

践体系建设的一环。 今年以来，太昊路
办事处整合现有资源， 在辖区 16个社

区建立了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搭建
具有理论宣讲、 普法教育、 科技教育 3
大功能的实践平台，每月围绕实践科学
理论、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
化生活等方面开展常态化文明实践活

动，以此种方式将文明实践活动送进社
区。

全力打赢“创文”攻坚战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曹文娟

大街小巷干净整洁、 车辆停放规
范有序、“创文”氛围日益浓厚、群众卫
生习惯良好……自开展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工作以来， 开发区正在悄然发生
改变。

发挥表率作用， 区领导班子及各
部门、办事处负责同志现场办公，哪里
有问题，就到哪去巡查，现场督查、现
场交办、现场解决。开发区党委书记王
文峰，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刘涛多次带
队督导“创文”工作，到辖区重点路段
查看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绿化管理、
交通秩序等情况， 发现问题现场交办
有关部门，要求聚焦问题立行立改，举
一反三狠抓落实，全力提升“创文”工
作成效。

树立问题导向，每天列清单、抓整
改，硬起手腕治乱，不遗余力治差。 对
黄淮市场、麒麟建材城进行重点治理，
新建停车场 2 处、停车位 325 个；设置
公益广告牌 360 块，1400 家经营商户
全部签订文明诚信经营承诺书； 新增
LED 电子屏， 宣传内容包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文明礼仪、市民公约等，
积极营造全民参与创建的浓厚氛围，
形成人人争做文明使者、 自觉维护城
市形象的良好局面。

注意工作方法 ，做到 “五不 、一
统筹 ”。 “五不 ”即 ：不用力过猛 、不搞
一刀切 、不出现一票否决项 、不弄虚
作假 、不要一本糊涂账 ，时刻牢记 ，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是为了提高城市

品质 、惠及百姓 ； “一统筹 ”即 ：把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与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结合起来 、与 “五星 ”支部创建
结合起来 、与 “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
动统筹结合起来 。 在创建过程中看
作风 ，在创建结果上看能力 ，下真功
夫 、练真本事 ，以实际行动全力打赢
“创文 ”攻坚战 。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 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 王文峰说：“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是为了提高城市品质，让
群众生活得更有品质、更有尊严。 开
发区各级党员干部将永葆为民之心、
勇负实干之责，把创建过程变成为民
办实事的过程，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满意度。 ”

“创文”宣传进巷入户 文明意识入脑入心
本报讯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智玮

玮）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对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的知晓率、 支持率和
满意率， 让文明意识入脑入心， 连日
来， 开发区淮河路办事处组织工作人

员进巷入户开展“创文”宣传工作。
“您好，您对‘创文’工作还有哪些

意见和建议？ ”在康楼社区入户宣传过
程中， 社区工作人员向居民详细讲解
“创文”的意义、内容、目标和任务，宣

传“创文”相关知识，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文明交通、文明餐桌、志愿服
务、文明礼仪、社会治安、低碳节能、环
境保护等， 切实增强居民自觉维护环
境卫生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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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

晨 ）连日来 ，开发区太
昊路办事处许寨社区

创新“创文”宣传方式 ，
组织社区文艺队与 “创
文”志愿者一起走街串
巷，向居民宣传“创文 ”
知识。

8 月 26 日上午，一
阵锣鼓声从社区广场传

来，“创文” 志愿者身穿
红马甲， 与社区文艺队
一起敲锣打鼓沿街宣传

“创文”知识。不仅如此，
志愿者还向社区居民发

放宣传单， 期望更多人
主动参与到“创文”工作
中来。

“尊老爱幼、和谐邻
里、不乱扔垃圾、有序停
车，咱自觉做文明人！ ”
一名居民高兴地说，“俺
社区的文艺队在小区里

来来回回宣传‘创文’知
识，热闹又有趣，这方法
不孬！ ”

许寨社区党支部

书记李四照说 ： “除了
文艺志愿者 ，我们社区
还有党员志愿者 、退役
军人志愿者 、大学生志
愿者等十支志愿者服

务队伍 。 接下来 ，我们
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

‘创文’宣传活动，让‘创文’工作深
入人心。 ”

全力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王晨）近日，开发区党

委书记王文峰主持召开招商专班和信访

稳定工作推进会。区领导刘涛、谷静、于杰、
胡海涛、李清华、李鹏、赵愚等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招商引资是开发区工作

的重中之重， 要全面推动开发区招商引
资工作再上新台阶。 要高度重视招商引
资工作， 利用好开发区已经形成的招商
引资专班工作机制，深入基层、企业调研，
向内挖潜寻找招商项目信息的同时，了

解企业困难和需求， 做好项目对接协调
服务，实施信息获取跟进、项目签约、落实
开工、竣工投产全过程跟踪督查服务。

会议强调，要凸显招商引资工作的
重要性，围绕开发区产业定位，针对生

物医药、检验检测、电子商务等产业进
行精准招商， 并制定项目规划方案，深
入洽谈项目细节， 尽快推进项目落地，
在项目落地中出现的基础设施配套、要
素保障等问题迅速跟进解决。

加快推进检验检测行业集聚发展
本报讯（记者 王晨） 8月 25日下午，

周口市中心城区检验检测行业座谈会在

开发区中兴新业港产业园召开， 来自中
心城区检验检测行业的 14 名负责人现
场畅谈、共谋发展。

当日，参加座谈会的企业中，开发区
占 8家， 其中周口中兴新业港产业园入
园企业代表、 河南三川司法鉴定中心副
总经理赵怡霖作交流发言。 赵怡霖说：

“三川司法鉴定中心自 2021 年 10 月入
驻中兴新业港后，企业形象进一步提升、
办公环境进一步改善、 检测场所进一步
扩大、技术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各位企
业代表积极分享研究成果、 深入交流相
关案例、 精准总结整理检测领域的先进
经验和应用进展， 共同促进我市乃至豫
东南地区检测行业的发展。 ”

据悉， 为了加快推动开发区检验

检测行业快速发展， 加快形成产业集
聚， 开发区成立检验检测产业招商工
作专班，制定《周口经济开发区关于发
展检验检测中心和实验室建设支持政

策》，聚焦周口六大支柱产业和建筑工
程、法律服务、环境保护、健康卫生、交
通运输、 农业农村等行业和领域的检
验检测需求 ，立足周口 、面向河南 、放
眼全国， 着力引进一批规模大、 业务

强、技术精、效益好的检验检测机构和
重点实验室。从工作场地保障、鼓励企
业做强等 7 个方面给予企业支持 ，助
力检验检测行业良性发展， 全力创建
豫东南检验检测示范基地。

本次座谈会的召开， 将进一步引
导中心城区检验检测机构向开发区集

聚， 为开发区产业优化升级提供技术
支撑。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
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基石
本报讯（记者 王晨） 按照“疫

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
全”的总要求，开发区着力防范化
解重大安全风险， 不断加强应急
能力建设， 织密防灾减灾救灾网
络， 全区 1 至 8 月安全生产形势
总体平稳， 全社会防范应对处置
灾害事故能力显著增强。

积极开展危化品领域集中治

理专项行动，以“一防三提升”（防范
重大安全风险，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提升技能素质水平、提升智能化信
息化水平）为抓手，推动责任制落实
和重大危险源线上线下监管融合，
共督导检查企业 25家次，发现问题
隐患 88项，已完成整改 74项，未完
成整改事项正在整改中。

重点排查工贸行业重点领域

的安全隐患，以企业自查、专班督
导等方式， 持续开展工贸行业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百日清零”专项
行动， 针对督导中发现的 2 项重
大隐患，及时约谈企业，督促其完

成隐患整改工作。
扎实推进自建房安全排查工

作，截至目前，已排查开发区自建
型房屋建筑 16259 户， 发现存在
问题隐患的房屋建筑 380 户 ，现
已整改完毕。

持续加大燃气安全隐患排查

力度，开展燃气安全“回头看”，对
使用燃气的场所开展“再排查、再
整治”，重点排查人员密集场所的
连接软管、阀门、燃气泄漏报警装
置等。 截至目前，共排查 355 家使
用燃气的场所，发现一般隐患 105
处，现已整改完成。

全力保障夜间经济场所安

全，对辖区夜市等夜经济场所集中
开展“四个一”活动，即：场所底数
和规模一次排查、场所从业人员一
次培训、 场所环境设施一次检查、
场所安全管理落实情况一次暗访，
确保全区夜间经济场所安全有序

经营， 目前已整治问题隐患 108
处，坚决防范化解安全隐患。

创“五星”支部 建和谐社区

本报讯（记者 王晨 文/图） 红
花胸前挂，荣誉带回家。 近日，开
发区太昊路办事处许寨社区开展

首届“十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活
动，让基层文明有“镜子”可照、有
“标尺”可量，努力营造人人以“星”
为荣、创“星”争“星”的浓厚氛围。

活动现场，社区负责人详细讲
解了“星级文明户”创评过程和评
选标准，公布了评定结果，向受到
表彰的居民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
物质奖励。 “社会的和谐离不开家
庭的和谐，只有从创建和谐文明的
小家庭做起， 才能营造诚信友爱、
融洽和谐的社会大家庭。 ”许寨社
区居民许亚洲捧着 “十星级文明
户”荣誉证书自豪地说。

“五星”支部创建是提升城市
基层治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夯实党在基层执政根基的一项
重要举措。 据了解，开发区以抓党
建促基层治理能力提升为宗旨，以
“星级文明户”创评活动为载体，通
过宣传、评比、奖励等过程，激发争
创“五星”支部的热情。开发区机关
党委书记李献伟说：“许寨社区开
展首届‘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
走在了开发区‘五星’支部创建的
前列。 下一步，开发区将把全国文
明城市创建与‘五星’支部创建有
机融合，多形式、多载体地开展‘十
星级文明户’创建评选活动，切实
营造文化惠民、文化共建共享的良
好氛围。 ”

88 月 2266日，，太昊路办事处许寨社区文艺队在社区内敲锣打鼓宣传““创文””知识。。
记者 王晨 摄

社区服务惠民生
李清华

加强社区服务是社区工作

的重点， 也是推进基层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

义。 社区只有不断增加服务供
给、补齐服务短板、创新服务机
制，才能更好地惠及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 2022年 8月
16 日至 17 日在辽宁考察时指
出，要加强社区服务，提升服务
功能。当前，做好社区服务工作，
首先要加强社区党建。结合正在
开展的“五星”支部创建工作，充
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
动更多资源向社区倾斜，真正做
到“政治引领有方向、文化活动
有内容、活动开展有场所、服务
项目有保障”，着力办好“一老一
幼”的具体事，贴心服务群众，让
党旗在社区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其次，要创新服务机制。 社区服
务对象是人民群众，其所有工作
必须贴近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要在社区党组织的主导
下，创新工作机制，培育服务主
体， 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
化、专业化、个性化服务。在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方面，要推动
“标准化建设、连锁化运营、品牌
化打造、智能化服务、规范化管
理”，不断优化服务模式，丰富服

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满足社
区居家老人生活需求和精神需

求。 在关爱未成年人方面，要充
分发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作用， 经常组织开展各种公益
性课外实践活动， 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快乐成长。 要注重营造
社区文明新风尚， 采取群众喜
闻乐见的方式， 动员社区广大
居民争当“道德文明使者”，热爱
自己的城市，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担负起道德责任，在擦亮“道
德名城、魅力周口”品牌中发挥
各自作用，共享社区美好生活。
再次，要提升服务功能。 社区是
服务居民的主阵地， 要在了解
居民需求的基础上， 努力为居
民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切实
解决居民难题。 要不断探索智
慧社区、 文明社区建设的新模
式、新路径，围绕广大居民的需
求，加快提升智慧社区、文明社
区服务功能， 为广大居民提供
更优质、更便捷、更安全的服务，
让居民共享新时代社区建设的

丰硕成果。
社民服务无小事， 一枝一

叶总关情。 新时代社区服务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让我们厚植
为民情怀，不断强化社区服务，
增进民生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