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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基层党建工作
和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水平，更好地服
务辖区居民群众，畅通群众诉求表达
渠道，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敦化路街道
党工委积极发动社区党委、楼院党支
部、“两新”党组织开展“千名党员进万
家”三送活动，为辖区居民送政策、送
服务、送温暖。
盘点：
2019年，敦化路街道党工委将继

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
党建引领，狠抓城市基层治理，优化营
商、宜居、和谐环境，打造品质活力幸福
满意街道。高标准打造多职能一体的
“一站式”综合执法中心，落实落细“一
次办好”工作要求。优化营商环境，转变
服务招商机制，强化CBD创客之家孵化

和服务优势，升级打造CBD创
新服务中心，加大楼宇“亲情
走访联络队”走访力度。
探索实施社区治理“双

积分制”，提升社区精细化管
理水平。优化社区治理和服
务结构，拓宽社区服务渠道。
深化“党员在身边”党

建品牌建设，充分发挥党建
民主“三事制”、特色党员工
作室作用，提升服务群众水
平，夯实社区治理阵地。创建
网格“党群议事站”、楼院“支
部书记工作站”，增强网格化
党建动力。做实区域化党建
工作，开展共驻共建共享服
务，激发基层治理活力。

2019年阜新路街道党工委
提高政治站位，营造“善学、善做、
善成”浓厚氛围，紧紧围绕“抓基
层党建突破项目”主题，依托“周
例会”学习平台，创立“每周一讲”
党建+系列宣讲教育活动,拉开
街道2019年特色党建工作的帷
幕。
盘点：
根据区委“攻坚突破”各项

工作要求，阜新路街道对辖区
存在的痛点、堵点、难点等突出
问题，强化责任勇担当，筑牢党
建引领、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三
大阵地，为建设更有温度和厚
度的主城核心区提供坚强保
障。
街道还分别在城市更新、双

招双引、平安建设发起三大攻坚

战役。聚焦腾笼换鸟，全面打赢棚
改工作“歼灭战”，实施社区改造
工程，打造一处1400平方米的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聚焦十强产业，
年内力争实现落地过亿元项目不
少于1个。聚焦和谐稳定，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街道聚焦组织力提升，夯实

党建引领阵地。加快基层治理创
新，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聚
焦网格服务，夯实社会治理阵地。
探索“网格化+街长制”创新模
式，提升民生工作和社会治理效
能。聚焦民生、教育、医疗、文化等
相关领域，细化“一次办好”工作
体系。拓展民生服务形式和内容，
新增1处慈善超市，打造1处慈善
广场。打造街道“一站式”便民服
务提升工程。

近日，河西街道“青陇共携
手，东西心连心”暨同心就业创业
中心服务站在青岛市(市北)灵活
务工市场举行了启动仪式。据了
解，该街道同心就业创业中心将
凭借“青陇共携手，东西心连心”
活动打赢脱贫攻坚战，把“同心就
业创业中心服务站”打造成青岛
人力资源市场集信息发布、劳务
对接、技能培训、创业孵化于一体
的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就业
创业平台，为广大企业和务工人
员提供更优质、更精准的服务。
盘点：
2019年，河西街道将在区委

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继续坚持
忠诚干净担当，埋头苦干实干，不
断提高工作效能，把工作干到实

处、干出实效，加强党建统领，奋
力谱写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新
篇章。探索社会治理创新路，完善
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区域化
党建服务项目“双向认领”机制，
推出“资源清单”“需求清单”“项
目清单”，惠及社区居民和驻街单
位。
深入开展结对共建活动，充

分调动社区内一切社会力量参与
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形成以街道
党工委指导，社区党组织牵头，驻
区单位党组织、社区党员积极分
子为骨干，辖区内全体党员参与
的党建工作体制，实现结对共建
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组织双向互
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
动社区建设。

2019年春节后的首个工作
日，山东省“担当作为、狠抓落
实”工作动员大会在济召开，吹
响了全省“工作落实年”的集结
号，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引起
强烈反响。市北区海伦路街道机
关及各社区，没有往年团拜“热
闹”景象，有的是机关科室、社区
迅速收心、转入工作、落实推进
的崭新状态，决心在2019年实
现新作为。
盘点：
新年伊始，市北区海伦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尹书浩明确表示，
2019年，海伦路街道将认真贯
彻中央和省、市、区各级工作部
署，紧紧围绕全省“工作落实年”
主题，按照市北区“攻坚突破年”
部署，紧密结合街道年度重点工
作计划。

担当作为、狠抓落实。立足
街道和辖区工作实际，转作风、
鼓干劲、强学习、谋创新、严纪
律，修订“施工图”，倒排“计程
表”，当好“施工队长”，争做新时
代泰山“挑山工”。工作中，海伦
路街道将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中主动担当作为、狠抓工作落
实，在谋划推进街道经济社会发
展中破难题、干大事、办实事，重
点围绕创新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分中心建设、区域化党建、“一
次办好”、民生实事、文明创建活
动、城区环境综合整治等各项工
作中取得新成绩，为市北区加快
建设更有温度和厚度的主城核
心区，为青岛全面建设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为奋力开创新时代现
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市北海伦力
量。

2019年，浮山新区街道将
进一步深化“浮新先锋”区域化
党建品牌建设，坚持以需求清
单、资源清单、项目清单等“三
张清单”建设有效载体，通过基
层党组织准确把握群众需求、
有效整合资源，采用项目化模
式提高为民服务实效性。
盘点：
浮山新区街道通过激发党

员创先争优、干事创业热情；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搞好基层党员
培训，借助“微支部”“微教育”，
将工作触角延伸到党小组，直
至每名社区党员，普及学习教
育、规范组织生活，引导发动党
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主
动参与社区建设，进一步提升
基层党组织、党员服务大局的

能力和水平，巩固“一个组织一
个堡垒、一个社区一面旗帜”的
工作格局。
持续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坚持以学
促做，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展现基层党员风采搭建“智慧”
党建服务框架，整合为民服务
平台、完善为民服务机制、升级
为民服务队伍，提升为民服务
水平，实现党建工作智能化、为
民服务精准化、社区服务精细
化，真正把基层治理工作想透
搞清干实，把好事办好，让群众
满意。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加大对基层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工作研究和创新力度，通
过“党员志愿服务”“党员在您
身边“楼院党员互助组”等多种
形式，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

延安路街道街道将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分中心建设为契
机，不断深化“1+5+1”青年党
建模式，通过“五四运动”10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
等重要节日，推出展示青年党
员风采系列文明实践活动，打
造青年党建示范点，推出青年
党建品牌。
盘点：
去年底，延安路街道在各社
区成立青年党支部，在全省首推
“1+5+1”青年党建模式，意在为
各基层党组织青年党员成长创
造条件，搭建舞台，使青年党员
为广大青年做好表率，团结带领
广大青年建功立业，把青春梦
想、青春奋斗、青春力量汇入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
延安路街道在实践中继

续深化街道党工委的统筹作
用，在青年党员的培养上把
好关，在活动组织上把好关，
在激励引导上把好关；继续
发挥好老党员的传帮带作
用，开展老党员专题党课，以
自身经历帮助、激励青年党
员不断提高自我；加强对区
域化党建共建单位、两新组
织中优秀青年党员的资源整
合，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推
出“ 5+”服务体系，即扩大社
区帮扶、社区建设、社区治
理、社区服务、社区教育 5个
领域服务群体，提高青年党
员在社区建设、为民服务中
的主动参与度和影响力。吸
引更多青年党员等年轻资源
和力量源源不断地充实到社
区基层治理中来。

大港街道在2019年将完善
微信公众号，方便党员群众网上
学习、政策咨询和互动交流。打
造“十分钟组织生活圈”，建立数
十个党员学习互助室，开展“送
学上门”、主题党日、微党课宣
讲，提高组织生活参与度。建立
社区人才库，个人认领党建项
目，以离退休党员、共建单位职
工及热心居民为主，党员带头带
动居民服务奉献。创立党员跑腿
代办站，组建80余人代办员队
伍，全年开展1000余次跑腿代
办活动，将为民服务窗口延伸到
居民家中。
盘点：
大港街道在落实基层党建

重点工作任务上狠下功夫。组织
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
和解放思想大讨论。加强意识形

态建设，开设社区讲堂 183节
课，大小活动 310场，惠民人数
达 8000余人次。做好社区“两
委”换届工作，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制，与班子成员每周与社区党
委书记谈心谈话，加强党建工作
指导。
下一步，大港街道抓阵地建

设，挖掘党建潜力。以普吉社区
为例，该社区辖居民6000余户，
综合办公用房面积达 3889平
米，硬件基础全区领先。坚持高
起点、高定位建设，立足打造全
市一流社区目标，逐步建设功
能完善、服务高效、群众满意的
现代规范化高水平党群服务中
心，打造市级示范点，建设多功
能场馆满足居民需求，树立标
杆典型，引领辖区各社区对标
发展。

□半岛记者 郑钦泽 徐玮苓 通讯员 郭显海 连峰 张
嘉慧 张美娜

民生无小事，落实是大事。不久前,今年的市北十大区办
实事出炉,涉及居住改善、城区环境、道路整修、文化惠民等民
生领域,掷地有声地切实回应了居民关切。市北区各街道牢记
使命,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全面贯彻区办实事，为市北区全面
提升城市生长力、加快建设更有温度和厚度主城核心区砥砺
奋进。

在春天里昂扬向前，立足民生实干有为
咱家门口将会有那哪新变化，请看本报系列报道（中）

敦化路街道

探索新型社区治理，深化党建品牌建设

阜新路街道

凝心聚力抓落实，强化责任勇担当

河西街道

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推动社区建设
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积极贡献海伦力量 以“三张清单”深化“浮新先锋”品牌建设 “1+5+1”模式，让青年党员在实践中闪光 打造“四大载体”，拓宽组织生活圈

海伦路街道 大港街道

延安路街道党员先锋队帮助居民清理垃圾。

大港街道青海路社区携手共建单位开展志愿活动。 海伦路街道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小朋友们带来垃圾分类小表演。

阜新路街道宣传垃圾分类进社区。

敦化路街道启动党员进万家活动。 河西街道河崖社区举办三八妇女节活动。

浮山新区街道搭建居民大舞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团体活动。

浮山新区街道 延安路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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