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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治站位，呼应新时代召唤。街道要把
自己融入到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战略部署上来，与
上级保持高度一致。简单地说，就是在中央层面
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要服从省委“‘八八战略’再深化、改
革开放再出发”和市委“干好一一六、当好排头兵”
的部署要求；要坚定“三看四态促转型”和“三个拥
抱”不动摇，全面推进“三高”建设；要继续深化“四
个区”建设，推进“五大提升”的全面落实。新时代
昭示新使命，新使命引领新担当，新担当展示新作
为。村书记作为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要确保在

“2019年大党建工作怎么干”上实现“一破、两抓、
三严、四实”，即破难点，抓重点、抓亮点，从严部署
安排、从严过程管理、从严推进落实，指标清单实、
措施清单实、责任清单实、成果清单实。

增强统筹意识，构建大党建格局。街道构建
“大党建”格局，就是要将党建工作贯穿于村庄发
展的全过程，以党建工作带动发展工作，抓人促
事，抓出成效，并强化党员的身份意识和党支部的
组织意识。核心就是要将“分工合作”这四个字理
解透彻，变“各行其是”为“统筹推进”。不仅仅是
在党建活动中注重统筹推进、提高效率，在发展工
作推进中也要有这样的意识，集聚多方智慧，协调
多方力量，发挥多方作用，合力推进。同时，还要
注重党建带群建，把工青妇组织建设也纳入到大
党建中来，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深度融合，
树立服务、开放的创新理念，注重统筹兼顾、系统
谋划和分类指导，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通盘考
虑、整体谋划、优化配置、多方协同，着力形成齐心
协力、齐抓共管的大党建工作局面。

推进党建创新，巩固桥头堡先锋。街道上下
要瞄准长期性、普遍性存在的问题，瞄准薄弱点寻
找出创新处，琢磨寻常处挖掘出闪光点，针对警示
区设置好防火墙，推倒一张牌形成多米诺效应，打
碎只务虚的陈旧思维、讲服从的定势思维、凭经验
的惯性思维、靠权威的常态思维，和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问题，认识不够深、研究不够
透、破解不够多的缺陷，打破党建工作封闭运行、体
内循环、单兵推进的现象，整合资源、内外互动，实
现大党建体系下的充分共享与顺畅流动。在教育
管理上，继续优先把好“三关”，即“入口、教育、出
口”；在干部培养上，立足基层组织建设，立足长远，
从组织建设全局出发，敢于打破条条框框，超常规
选拔人才；在机制模式上，突出“统筹联合”，全力
推进新沙、五丰、园区、社区等的党建联盟建设。

记者 王杰通讯员 江栗峰

5月11日上午，新登镇举办2019年度第一期
“贤明讲堂”学习讲座暨开班仪式。区政协副主席
王小丁作题为“新登故事”的专题报告。镇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全体镇机关干部、各行政
村（社区、股份经济合作社）、各基层站所、各学校
负责人和老干部代表等200多人参加。

王小丁围绕新登城、新登人和新登业三个方
面，以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阅历，解读了新登拥有
小城、山城、古城、名城和新城的特征，重点讲解了
新登城墙建设的原因和过程，晚唐诗人罗隐等代
表人物对新登的贡献，向与会人员展示了一幅非
同寻常的新登城市、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画卷。

王小丁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新登
镇小城市培育工作的不断深入，将使新登发展、
传承新登古城的思路更加清晰、方向更加明确、
措施更加有力、模式更加契合新登实际，要努力
开启古城保护与传承的新篇章，不断加快城市
建设步伐和提高城市发展质量，造福更多的群
众百姓。

新登镇负责人说，“贤明讲堂”中“贤”的意思
是“贤德”，“明”的意思是“明辨是非”，一个表示
德，一个表示才，“贤明”就是要德才兼备。新登建
设发展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要进一步提升党员
干部的教育和学习，打造一支讲政治、守规矩、会
干事、肯奉献的镇村干部队伍，为加快推进“古韵
田园、产城融合、亮丽温馨”的全省一流小城市建

设提供坚强保障。
开设“贤明讲堂”活动，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需要，将使之成为
“学习强国”在新登的实践；也是提升镇村党员干
部工作能力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法律法
规、政策业务培训，让党员干部明是非、明事理，克
服“本领恐慌”，提高干事能力；这还是增强文化自
信和传承历史文化的需要，把新登的故事讲清楚、
讲透彻，发扬光大。

据了解，从本月开始，“贤明讲堂”每月举办一
期，新登镇党委将邀请专家学者、各级领导、本地
乡贤以及老干部、道德模范，为镇村干部讲解政治
理论、法律法规、业务知识和新登的人文历史。

通讯员 孙熔记者 王杰

今年以来，灵桥镇积极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工
作，以交通安全街道、村创建为契机，以“三严”整
治为重点，进一步健全“两站两员”建设，全面开展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全方位开展道路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
得感。

加强领导重视，抓好组织保障
灵桥镇根据区交治办工作部署，年初专题

研究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围绕“抓执
法整治、抓重点车辆、抓宣传提升、抓源头治
理”的四抓重点，成立由镇长担任组长的交治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由党委副书记兼任主任的
办公室，综合协调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工作，召
开专题会议部署工作，制定工作计划。同时，
突出“重点车辆和源头治理”，组成由分管交通
运输、工程建设的副镇长带班的“重点车辆整
治”工作专班。

严格执法检查，抓好“三严”整治
灵桥镇紧扣辖区 13 个行政村道路和车辆实

际情况，严格执行区交治办工作部署，镇综治办认
真落实按照逢五逢十（每周一次）开展上路检查的
工作安排。

截至4月底，合计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行
动共17次，处理违章367起，扣车14辆，教育劝导
900余起，发放宣传资料2000余份。在此基础上，
将工作结合到全科网格工作中，镇综治办按网格
片组吸纳网格员、村治保主任参加检查整治工作，
开展宣传资料发放、协助交警执法检查、进行劝导
提醒，加强综合治理工作力量，提升工作实效。同
时，转换原园区办人员工作职责，突出企业运输车
辆和工业园区为重点，开展常态上路进行文明驾
驶、文明停车等劝导提醒活动，配合开展治理工
作。开展源头企业走访调查，开展加强源头管理的
宣传工作，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感。至目前，共排查
登记工程车、运输车等重点单位6家，车辆59辆。

营造文明氛围，抓好宣传教育
自年初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以

来，灵桥镇结合辖区情况，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
度，努力营造浓厚文明氛围，制作悬挂横幅 100
条，上门走访辖区电子显示屏社会单位，将交通安
全宣传内容插入电子显示屏播放。开展赠送头盔
活动，特别安排适量“儿童头盔”，到中心小学、幼
儿园开展宣传活动和赠送头盔，开展“小手拉大
手”行动；组织力量专门到黄泥沙老年人集中租
住区块，开展以安全教育和头盔赠送为主要内容
的“老年人守护”行动。镇综治办每月常规开展
的“平安活动日”，将交通安全宣传工作纳入各条
线法制宣传；动员工会、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参
与提升文明素质行动，合力开展工作，提升群众
安全意识和文明意识。同时，该镇还将择时开展
专题课堂，组织工程车、运输车驾驶人员和企业
管理人员参加听课学习，邀请交警、运管、城管等
部门进行专业授课，巩固上述人员文明意识和安
全意识。

接下来，灵桥镇将进一步贯彻落实区道路交
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部署，以人民
为中心，以生命为重心，结合实际落实区交治办各
项工作部署，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和幸福感。

通讯员 倪美蓉廖吁慷 记者 倪华华

5 月 10 日，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德孝文化，展示“美
丽庭院”的建设成果，胥口镇“感恩母爱，装点美丽
庭院”之母亲节系列活动顺利开展。

上午，胥口镇组织各村妇女开展了“鲜花送母亲”
活动，通过现场插花活动，鼓励大家亲手为自己或母
亲制作一份礼物，传递子女之爱，表达爱母之心。

下午，母亲节表彰“最美”活动在胥口镇政府
举行。会议为节前评选出来的20户“最美庭院”示
范户和20名“好母亲”“好婆婆”“好儿女（媳）”颁发
了荣誉证书，并精心挑选多肉植物盆栽作为奖品
送给她们装饰庭院。会上，两名“好母亲”和“好儿

女”分别上台作典型发言，引导妇女群众和家庭见
贤思齐、崇德向上。

胥口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味道山乡等重大活动中，胥

口的妇女同胞发挥了重要作用。接下来，胥口镇
还将开展“美丽庭院”大比武、“美丽行为”大宣传、

“美丽经济大发展”等工作，更需要每位妇女的积
极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充分发挥好撑起家庭的

“半边天”、扮靓村庄“半边天”、建设胥口“半边天”
的作用。

会后，镇、村妇联主席还分别走访了获得“最
美庭院”荣誉的家庭，为她们送上花卉盆栽，鼓励
每户家庭再接再厉，把庭院扮得更靓丽。同时，调
动周边村民参与“美丽庭院”创建的积极性。“我们
在鼓励的同时，不忘找差距、找不足。每到一户家
庭，我们各村妇女主席都会指出各个庭院的优势
和不足，为下一步‘美丽庭院’大比武打好基础。”
镇妇联主席如是说。

■鹿山街道
慰问一线医护人员

本报讯（通讯员 喻立英）5 月 10 日上午，
鹿山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走访慰问了鹿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线医护人员，送去节日的
慰问和美好的祝愿。

慰问组听取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
相关情况介绍，看望了一线医务工作者，感谢
社卫中心的医护人员为辖区群众的生命健康
和医疗事业所作的贡献，并要求社卫中心的医
护人员继续弘扬和传承南丁格尔精神，立足本
职岗位，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不
断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把真诚的爱
心无私奉献给每一位患者。

南山村载歌载舞庆祝节日

本报讯（通讯员 喻立英）5 月 11 日晚，鹿
山街道南山村举办庆祝建国70周年暨母亲节
文艺晚会。当地群众用自娱自乐的形式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母亲节。

晚会在热闹的腰鼓中拉开帷幕，尔后、越
剧、独唱、小品、歌舞等 16 个节目轮番上演。
女声独唱《烛光里的妈妈》唱出母爱的伟大和
无私，唱出了儿女对母亲浓浓的爱意。歌舞

《我和我的祖国》更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晚会还表彰了该村的好婆婆、好媳妇、美

丽庭院示范户等，号召广大群众以先进为榜
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文明新风
尚，助力乡村振兴。

■永昌镇
开展急救知识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俞鹏花）5 月 10 日，永昌
镇开展应急自救互救知识培训。培训采用急
救知识理论培训与实践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本次培训围绕如何抓住最有效的“黄金四
分钟”时间这一课题，传授了胸外按压、人工呼
吸、复原体位等心肺复苏技术及自动体外除颤
仪（AED）的使用技巧。与会人员表示，通过
相关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操作，提高了自己在日
常伤害中的自救和他救能力。

■常安镇
云和县委统战部考察统战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夏恋恋）5月9日下午，台
州市云和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雷长育一行
到常安镇考察统战工作。

考察组一行首先来到常安镇安禾村，实地
考察了安禾村乡贤工作和基层协商民主工作
开展情况。在常安镇中心小学，考察组参观了
借助区知联会力量创建的“飞天梦”主题教育
基地、“飞天梦”工作室、长廊、创客实验室等，
对常安镇小的“飞天梦”特色教育给予肯定。
考察组还参观了常安统战之家，听取了常安乡
贤工作及基层统战工作规范化建设的相关介
绍，对常安统战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值得
学习借鉴。

■环山镇
开展食品安全业务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潘海燕）近日，环山乡联
合场口市场监管所，对辖区内市场管理人员、
片区网格员、各经营户60余人开展业务培训。

会上，场口市场监管所负责人讲解多起发
生在身边的食安事例，教育、警示与会人员吸
取教训、落实责任、规范经营，注重食品安全的
重要性，要时刻拉紧食安这根弦，严防食安事
故的发生。

乡食安办负责人从网格员巡查、管理员职
责、经营户意识三个层面分别作了工作布置和
任务要求。网格员要做到“勤查”“严查”“细查”；
管理员要有责任担当、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经
营户要树立法律意识、大局意识、诚信意识。

■万市镇
开展平安创建模拟检查及现场教学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盛亚丹）5月9日，万市镇
召开平安创建模拟检查及现场教学工作部署
会，组织专职网格员们重点学习了平安创建检
查的有关内容，以及各类场所的平安创建标准。

会后，镇综治办会同万市派出所、龙羊市
场监管所等单位，组织网格员们排查走访了
宾馆、学校、药店、出租房、小餐饮等重点场
所，开展平安创建模拟检查，从消防安全、食
药安全、餐饮卫生、校园安全、平安三率、网
格宣传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教学，网格员们对
照平安创建标准，认真仔细地对各类场所进
行了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当即要求商户
或负责人进行整改。

加快“五大提升”落实 深化“四个区”建设

以党建为引领 推进东洲跨越发展
记者 王杰通讯员 章勋浩

5月10日，东洲街道召开大党建工作会议。各村书记结合党建创新、氛围营造、党员教育管理等作工作汇报；街道组

织、纪检、宣传、统战各线介绍年度工作思路、部署2019年度线上工作等。

东洲街道负责人说，召开2019年度大党建工作会议，主要目的是全面贯彻全区党建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委书记朱党其

对东洲工作的新指示、新要求，进一步明晰定位、进一步理清思路、进一步创新提升，使街道党建工作继续走在全区前列，

继续起到龙头、领跑、带动作用。以党建工作整体水平提升，加快“五大提升”的落实，深化街道“四个区”建设。

新登镇举行2019年度第一期“贤明讲堂”学习讲座暨开班仪式

讲好新登故事 锤炼新登干部

灵桥镇紧贴实际抓好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工作

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胥口镇：感恩母爱，装点美丽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