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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需于民提供更精细服务 32 个服务站各具特色

高行打造“一居一品”家门口服务站
多，同时又能提供不少的资源，助力社区
管理和服务。
12 月 6 日，家住高行镇海韵茗庭的曹
于是，在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锦芳阿姨，又在居委的“温馨雅韵”活动室
除了常规的服务站空间改造外，仁恒居委
内做了一次腰椎和颈椎的理疗。
“多亏了
借助“五联五促”工作法，尤其是当中的
家门口服务站，不用去医院就能做理疗， “党建联建促事业”，充分利用了辖区内各
真方便。”她说。
单位的资源，为居民营造一个更和谐宜居
这是海韵居委在打造家门口服务体
的氛围。
系中推出的一项便民服务。在高行的 32
“事实上，辖区内各单位服务的群体，
个居委，家门口服务站的建设已经全面铺
与家门口服务体系服务的群体是相同的，
开。高行镇副镇长杨光磊说：
“高行的目
所以我们就共享资源，把服务做得更好。”
标，不仅要在年内实现居委家门口服务站
刘鑫楠说。
的全覆盖，而且每个家门口服务站都要各
借助党建联建，仁恒居委与仁恒物业
具特色。”
森兰管理处、森兰明珠小学、邻里之家商
户等开展合作，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活
动。
“七色”法让服务更明晰
而小区迎宾楼改建项目，更体现出党
65 岁的曹锦芳去年 3 月才搬到海韵
建联建的作用。刘鑫楠介绍：
“迎宾楼本
茗庭。因为颈椎、腰椎不舒服，她经常要
是物业留给居民会客的场所，但实际却变
去医院理疗。
成了快递堆放仓库，我们与物业沟通后，
家门口服务站建成后，曹锦芳的麻烦
将它改造成了一个阅读空间，取名‘邻里
事得到了有效解决。居委请了附近医院
书吧’
。”
的医生到小区来，为居民提供免费的中医
“邻里书吧”由物业提供书架、桌椅
康复、理疗等服务。
等，80%以上的书籍、杂志则由居民捐赠，
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戴勇军介绍，这是
并由居民自发担任志愿者参与管理。
“居
海韵居委在建设家门口服务站时，推出的
委没有投入多少资金，借助共建和居民自
特色服务之一，其他的还包括送菜上门的
治，完成了这个项目，而有了场地，我们便
“菜篮子”服务、法律咨询服务等。
能开展更多活动。”刘鑫楠说。
“我们居委下辖两个小区，一个是动
迁小区东旭雅苑，一个是商品房小区海韵
年内实现服务站全覆盖
茗庭。因为小区刚建成，医院、菜场等生
高行镇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建设，已在
活配套还不够完善，所以在家门口服务站
镇域内的 32 个居委全面铺开。杨光磊介
建设方面，我们首先考虑满足居民的基本
绍，高行镇计划在年内实现村居家门口服
生活需求。”戴勇军说。
除了各种便民服务外，
“七色”工作法
务站全覆盖，还将打造 6 个示范性家门口
服务站。
是家门口服务的一大特色。
“我们把家门
口服务站接待的群众事务，按照‘急’
‘难’
“将社区事务受理延伸到基层，高行
镇早有基础，这助力了家门口服务体系建
‘愁’
‘盼’
‘流转’
‘普通’
‘结案’等分为七
种不同的颜色，列入表格中，根据轻重缓
设。”杨光磊说。
32 个居委除了完成“标准动作”，同
急等情况，分别处理。”戴勇军说。
这样的工作法，不仅让事务办理更加
时坚持打造自己的特色，这也是高行镇推
进这项工作坚持的一个原则。
明晰，也为后续分析、总结留下了痕迹，便
于今后提供更精细的服务和管理。
杨光磊介绍，除了“问需于民”
“ 对症
下药”外，打造“一居一品”也是高行镇家
门口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之一。
借党建联建共享资源
“只有按照各居委的实际情况和居民
在距离海韵茗庭不远的森兰仁恒居
需求，追求实用，才能真正提升居民的获
民区，家门口服务站的建设则体现出另一
得感、满意度。只有居民切身体会到，生
种特色。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刘鑫楠介绍， 活方便了，小区更和睦了，那才是家门口
这是一个高档居民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较
服务体系成功的标志。”杨光磊说。
■本报记者 章磊 通讯员 凌志安

擂台赛决出了一批优秀党建品牌项目。

□见习记者 黄日阅 摄

周浦举办区域化党建品牌项目擂台赛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12 月 6
日，周浦镇举办首届区域化党建品牌项
目擂台赛。
擂台赛上，镇内 11 家区域化党建品
牌项目负责人通过 PPT、图片、视频等形
式进行了现场展示与介绍。经评审，
桃园
社区中心、
周欣社区中心、
周市社区中心、
周源社区中心、周浦实验学校、傅雷中学
的区域化党建项目脱颖而出，
荣获优秀品
牌项目。周南社区中心、周东社区中心、

瓦屑社区中心、周浦医院、周浦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则荣获入围品牌项目。
擂台赛现场，周浦镇正式聘请了 5 名
评审专家为周浦镇党建顾问。周浦镇党
委书记李幼林表示，此次擂台赛是周浦
党建工作展示与提升的机会，期待未来
在专家们的帮助下，周浦镇区域化党建
工作呈现更多亮点。
周浦镇党委副书记贡柳兰说，希望
通过擂台赛，进一步挖掘、培育、展示、塑

“感动合庆”
十大人物评出

“公益铺子”为困难群体送温暖
川沙妙华居民区推出“特别定制”
服务
区大家庭也很关心我。公益铺子之间相
互照应，感觉整个社区都是暖暖的。”顾斌
寒风瑟瑟，日前川沙新镇新德路的沿
说。
街店铺纷纷挂起了一个特别的招牌，上写
“公益铺子”是川沙新镇妙华居民区
“公益铺子”
。
“家门口”服务的服务主体之一。这些铺
“约瑟芬”洗护店门口放着“爱心驿
子坐落于社区周边，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站”格子，格子里整齐地叠放着干净的冬
题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妙华居民区
衣。店主华佳峰告诉记者，自己是妙华居
党 总 支 书 记 王 琼 告 诉 记 者 ，妙 华 有 近
民区
“洁净小管家”负责人，同时也打理店
2500 户居民，200 多家店铺，居民区以党
铺门口的“爱心驿站”。居民把衣物捐到
建引领为主线，成立了“小管家联益会”，
店里，华佳峰把完好的冬衣分拣出来，清
整合社区自治金项目团队，发挥周边公益
洗、消毒后挂在格子里，有需要的居民可
店铺以及志愿者团队的作用，在家门口推
免费领取。
“最近降温，好多羽绒服和棉服
出很多看得见、摸得着、有感知度的“特别
都被领走了，我们正在挑选更多的厚外套
定制”服务，
得到了居民的认可和欢迎。
挂上去。”
据介绍，
“小管家联益会”本着“公益、
不远处的“熙圆广告”店铺也是“洁净
服务、为民、友爱”的宗旨，分别从“洁净、
小管家”责任店铺之一，店主顾斌是一名
环保、后勤、保障、群团、健康、安全、巡逻、
退伍老兵，他和团队组成了洁净小分队， 助学、运动”10 个方面搭建了服务平台，
为社区困难老党员和志愿者上门免费清
切实从群众所急、所需、所盼出发，为居民
洗空调、检查取暖设备。
“我奉献社区，社
提供家门口的贴心服务。
■本报记者 徐玲

曹路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 章磊 通讯员 李会
群）近日，曹路镇开展了系列志愿服务接
力活动，不仅有志愿服务集市，还有交通
安全志愿活动以及各村居的志愿活动等。
上周末，曹路镇志愿者协会在金海文
化艺术中心举办“志愿接力，不忘初心跟
党走——家门口的志愿服务集市”活动，
为系列接力活动拉开序幕。当天的义诊、
法律咨询、便民服务等，都受到了附近居

民的欢迎。
志愿接力活动启动后，曹路镇各志愿
团队纷纷响应，开展了“国际志愿者日”主
题系列活动。12 月 5 日，专门寻找社会治
理问题的“啄木鸟队伍”顶着寒意忙活了
起来——整治河道、铲除黑色广告、清洁
家园、回收废电池。交通路口志愿者们则
在寒风中坚守在各个路口，引导着过往行
人文明出行。

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有内容、有活力、
可持续的周浦镇区域化党建品牌项目。
同时，此次擂台赛也为镇内各党组织搭
建了一个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
“ 希望
各党组织借此机会，取长补短，更好地服
务于民。”贡柳兰说。
本次比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
共事务学院教授顾丽梅、上海市委研究
室社会处处长唐颖等市、区相关部门专
家担任评审嘉宾。

浦兴志愿服务受欢迎
12 月 6 日，浦兴路街道东陆块域开展国际志愿者日系列活动，44 个免费服务
点为居民提供测量血压、血糖以及理发等 20 余项服务，广受居民欢迎。图为志愿
者向居民介绍防盗锁的安全知识。
□徐网林 摄影报道

惠南表彰年度优秀志愿项目
本报讯 （记者 须双双）12 月 5 日， “劳模公益讲堂”活动，宣传社会主义
“雷锋志愿行 共筑中国梦”国际志愿
核心价值观、惠南镇历史文化和革命
者日主题宣传活动暨 2017 年惠南镇优
先辈等，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促进了社
秀志愿服务年度表彰在听潮广场举
区自治。文化中心牵手阳光项目通过
行。当天，22 名“优秀志愿者”、17 名
文化中心图书馆阵地，针对残联阳光
“优秀志愿者组织者”以及 14 个“优秀
之家的特殊人群开展“牵手阳光”特色
志愿者服务项目”受到表彰。
服务，
丰富弱势群体的业余生活。
近年来，居家养老、公益咨询、爱
惠南镇党委委员邱卫表示，正是
心维修、文明劝导等多种形式的志愿
这些无私奉献的志愿者和优秀的志愿
服务项目在惠南镇遍地开花。泰燕居
服务项目，形成了惠南镇强大的志愿
委联心桥项目从组织文体活动入手， 服务力量，
为社区居民送去温暖。
促进社区居民间的交往、交流，以邻里
活动现场，志愿者服务集市为居
和睦推动互帮、互助的志愿服务。丰
民提供理发、磨刀、配钥匙、量血压、法
海居委劳模服务工作室项目通过开展
律咨询等便民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章磊）近日，合庆镇
举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表彰大会，表彰
了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先进集体、个人及
项目，同时评选出“感动合庆”十大典型
人物。镇党委书记徐平说，精神文明建
设为全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精
神动力、文化条件和舆论氛围。
当天的表彰大会上，获得全国、市、
区等级别的文明村、合庆镇年度星级家
庭示范户、年度优秀志愿服务集体、十
佳志愿者和优秀志愿者以及第二届“合
庆好人”等荣誉的单位和个人先后上台
领奖。
今年 72 岁的周光明拿到“感动合
庆”十大典型人物的奖状后特别兴奋。
自 2005 年浦东新区成立市民巡访团以
来，他一直作为新区和合庆镇市民巡访
团成员活跃在一线，十几年来跑遍了合
庆的角角落落，为合庆镇乃至浦东新区
的环境改善和文明提升作出了贡献。
周光明把“合庆好人”这个荣誉看得特
别重：
“ 我是合庆人，能够为家乡做点
事，还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感到特别高
兴。”

老港镇举行
公益服务活动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沈馨艺）近日，
老港镇文化服务中心广场上人头攒动，
2017 年老港镇“志愿同行 美丽老港”公
益志愿服务活动在这里拉开了帷幕。
活动现场，除了爱心义诊、便民服务、政
策咨询等摊位外，还有现场游戏闯关互
动活动，吸引了不少居民参与其中。老
港镇还对镇内优秀志愿者进行了表
彰。据了解，每月 15 日老港镇都会组织
志愿者队伍设摊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