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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乳山山银银滩滩社社区区服服务务再再升升级级
通讯员 于滨

“点燃希望的星火，把
梦想照亮，崭新中国，闪耀
东方。执着明天的追求，为
了祖国的富强······”7月26
日下午，在乳山银滩益天社
区艺术指导中心，合唱团正
在排练歌曲《向往》，伴随着
悠扬的乐曲，浑厚嘹亮的男
声与高亢悠扬的女声交织，
成一引来现场听众阵阵掌
声。

“这几年银滩常住人口
越来越多，社区配套服务也
在不断提升，社区的活动中
心都是免费开放的，我们社
区有合唱团、舞蹈队、模特队
等，大家每天聚在一起学习、
交流，生活多姿多彩。”艺术
中心工作人员叶颖说，她从
黑龙江来银滩14年了，全家
老小全都常年居住在这里。
以前，社区配套有点跟不上
居民需求，这几年，乳山滨海
新区不断提升社区服务，不
少社区都新增了便民中心、
乒乓球室、健身房、书法室、
阅览室、棋牌室等，为居民免
费提供便民资讯、休闲健身、
学习娱乐等服务。

近年来，随着乳山银滩
常住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居
民需求的不断提高，原有的
社区服务在功能、设施配套
等已满足不了更多居民需
要。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服
务，乳山滨海新区转变银滩
旅度假社区的定位，积极完
善社区服务功能，对所辖的8
个社区进行硬件改造和服
务提升，提供便捷的居民生
活。今年投入使用的总面积
2000平米的党群服务中心、
游客中心城市书房、社区老
年大学等，也将为银滩业主

提供文化休闲新载体。
在规范社区便民服务

方面，乳山滨海新区秉持
“一站式”服务理念，不断拓
展社区服务范围，让居民不
出社区就能办理医保、户
籍、计生、有线电视等业务。
同时，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建立“社区+小区”两级网格
管理体系，通过设立群众工
作指导员制度，每月定时到
村居与群众面对面现场办
公，规范常态化联系群众机
制。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乳山滨海新区还开通了
民生服务热线、社区QQ群、
微信群，推进管委会、社区
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委
员会“四位一体”共抓共管
物业管理模式，多渠道受理
和解决银滩居民咨询、求助
和投诉，打造以信息化、智
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为一
体的新型社区管理形态，更
好地服务来自天南海北的
业主，让银滩居民不出门就
能解决诉求。

为规范党员管理，乳山
滨海新区采取社区党支部
牵总、旅居党组织覆盖、流
动党员示范带动的模式，通
过搭建文体活动平台、发挥
特长建组织等形式聚集流
动党员，围绕和事佬主题拍
摄反映银滩流动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的《银滩红色红鸟
归巢记》微电影1部，打造了
银滩首个以流动党员为组
成、“四海情”为党建品牌的
威海市级党建示范点。

乳山滨海新区还根据
各个社区的自身特点，组织
开展养生太极、书画协会、

合唱舞蹈、器乐演奏、京剧
表演、民歌艺术、曲乐演奏
等各类社团活动，丰富了文
化生活。同时，建立社区“能
人”档案，积极引导“能人”
进社区、建社团、引社工，调
动各个层面力量积极参入
辖区的社会管理工作，涉及
文艺、文字研究、教育等多
领域。

针对社区居民安全等
问题，乳山滨海新区还经常
组织开展地震常识、卫生防
护、应急救援等多种类型的
知识讲座。针对电信网络诈
骗等社会热点问题，积极开
展“防范电信诈骗”宣传活
动，让辖区中老年人享受手
机智能便利的同时，增强风
险防范意识，预防和减少电
信诈骗案件的发生。

“听讲座学到很多东
西，老师手把手教我们操作
智能机，还介绍很多骗子的
常见招数，对我们中老年人
很有帮助，今后再收到类似
诈骗短信，也能一眼识别
了。”乳山银滩东方社区的
居民刘仁毅说，讲座详细介
绍“什么是电信诈骗”、“电
信诈骗的常见形式”、“如何
识别防范电信诈骗及上当
后的补救措施”，强化了老
年人对网络诈骗、手机诈骗
手段的认识，提高老年人对
诈骗术的处理能力，防止上
当受骗。

随着社区管理服务的
不断完善，银滩居民社会满
意度稳步提升。今年上半
年，乳山银滩共办理各类信
访案件1155件，办结率100%，
群众满意度91%，较去年同
期提高了10个百分点。

为脱贫攻坚营造好环境
通讯员 胡晓宁

“扫黑除恶事关人民群众幸
福感安全感，是全面打好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基础。”日前，乳山市
地方金融服务中心开展“党建引
领扫黑除恶促脱贫攻坚·我们在
行动”系列活动。

为深入基层开展走访宣传，
党员干部及职工们与贫困户开展
面对面的谈心，了解他们的家庭
基本情况、收入情况和个人需求，
并结合实际，向贫困户广泛宣传
打击黑恶势力的有关法律常识，
鼓励引导居民群众遵守法律法

规，积极踊跃揭发检举“村霸”等
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由主要负
责人带头的风险线索摸排工作及
重点时期涉众风险企业、网络中
介、广告咨询、P2P网络借贷等的
专项整治活动。同时，联合市公安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民政局等相
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规范金融
行业秩序，助力脱贫攻坚。

强化宣传教育的同时，不断
优化金融环境，开展坚决打掉黑
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宣传活动

及“携手助网·共同防治”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宣传月活动。协调
乡镇及有关部门到农村、企业、
学校及银行、保险、小贷公司等
地方金融机构等开展宣传、宣讲
活动400余次，发放传单、宣传册
等资料和购物袋等宣传品3 . 4万
余份，悬挂宣传标语横幅200多
个，并通过电视台、网络媒体等
新闻报道80余条，发送短信20万
余条，多举措宣传，强化群众对
黑恶势力及非法集资行为的认
识。

下初镇226户贫困户

将获“孝善养老补助金”
通讯员 徐海妍

近日，乳山市下初镇为全镇
226户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办理孝
善养老扶贫协议，落实子女对父
母的赡养责任，破解农村贫困老
人养老难题。

将孝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和扶
贫工作有机结合，树立敬老爱老
的社会新风尚，引导子女赡养老
人尽孝心，是下初镇实现农村贫

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幸
福度过晚年生活的一项新政策。

“孝善养老金”的核心是明确各方
责任义务，督促子女发挥其在赡
养老人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即年
满60周岁享受政策建档立卡的贫
困人口，经本人及其赡养人自愿
共同申请，签订孝善养老协议书。

“双方在驻村干部、帮扶责任

人、第一书记、村‘两委’干部、会
计和妇女主任中两人以上的见证
下，赡养人把赡养费交给村委会，
同时签订孝善养老协议书，由村
委会盖章监督。”下初镇工作人员
说，除此以外，该镇还将根据赡养
人缴纳赡养费的数额情况，每年
给予240元和480元不等的孝善养
老补助资金。

背街小巷“旧貌”换“新颜”

乳山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市容专项整治行动

通讯员 于瑄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容
貌管理精细化程度，实现
城市容貌精细化管理标准
全城无差别。近日，乳山开
展为期两个周的背街小巷
市容专项整治行动，重点
对背街小巷、管理死角、盲
区进行一次集中清理。

为把工作落实落细，
乳山市召开了背街小巷整
治工作部署会，制定并下
发了《背街小巷市容专项
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本次
整治行动的范围，要求对
照“城市管理十无标准”对
背街小巷容貌进行整治提
升，确保整治工作高质量
完成。

在烈日下，执法队员
走上街头，向辖区内经营
业户发放明白纸，向业主
讲明规范标准，确保人人
知晓无遗漏。同时，进一
步完善网格化管理体制，
对市区全域的占道经营、
流动摊点、乱贴乱画等乱
象进行摸排调查，对发现
的问题登记造册并同步
治理。截至7月30日已完成
对管辖区域内所有背街
小巷市容乱象的摸排工
作。

严格按照专项整治工
作方案，对照整治统计表
开展销号管理，不断加大
管理和巡查力度，强化处
罚和疏导措施，采取分区
域、分批次、分节点开展整
治，逐巷治理，逐点攻坚，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处理。

同时，对群众投诉热
点向阳小区、松山路内的
乱堆乱放、垃圾堆放、占道
经营等进行重点整治，对
乱堆杂物、乱贴乱画、乱扯
乱挂等发现一处清理一
处，确保不留死角、不留尾
巴。

目前，已清理占道经
营70余处，清理流动摊点20
余处，清除室外横幅及烂
招牌18处，清理杂物和垃
圾11处，清理乱贴乱画20余
处，清理室外晾晒17处。经
过整治，背街小巷和部分
老小区的环境面貌有了明
显改观。

下 一 步 ，乳 山 将 继
续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 平 ，加 大 对 背 街 小 巷
的 巡 查 管 控 力 度 ，防 止
整 治 成 果 反 弹 ，切 实 改
善 我 市 环 境 面 貌 ，不 断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社区讲座为银滩居民“充电”。

社区中心正在训练的“模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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