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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通报抓整改 完善制度强措施
淮海中路街道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12 月 10 日， 淮海中路街道党工委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 区委主题教育第七指导

到位；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很强针对性，能
从具体事情、具体问题入手，从政治上、
思想上、作风上提意见，落细落小，以小

组组长张伟舫、 区纪委相关负责人到会
指导。
本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紧扣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
一主线，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一
主题，突出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一

见大， 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效果，会议开出了高质量、新气象。
同时要求：一是要做好情况报告；按
照区委要求， 将会议情况及时报告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并在一定范围内
做好通报。二是要抓实问题整改；细化完

重要内容，围绕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
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
难题、 清正廉洁作表率的目标， 盘点收
获，检视问题，深刻剖析。
张伟舫指出， 街道此次专题民主生
活会聚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体

善整改措施，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尽快完
成整改，并以适当方式向党员群众公开。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制度； 建立一批实实
在在、可操作性的机制措施，巩固主题教
育整改成果。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恕表示： 街道党

现了“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的总要求；会议准备充分，征求意见范围
广泛，谈心谈话深入，剖析材料撰写认真

工委班子将以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为新
的起点，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好头、

作表率。 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一是要
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的权威。二
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加强问题整改
落实。 三是要立足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
提高狠抓落实本领。

做好节日安全
暨烟花爆竹管控工作
12 月 30 日， 淮海中路街道召开节日安全暨烟

谈认识 谋思路 找对策

花爆竹管控工作会议， 会议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曹华主持，全体处级干部、各办主任、各居民区党组
织书记、相关所队办及物业单位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街道召开学习讨论会暨 2020 年工作务虚会
12 月 30 日，淮海中路街道召开学习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恕要求：一是要提高重视，清

七是持续发力、全面从严抓好党的建设，在

议精神，开门见山谈认识、谋思路、找对
策，进一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有”到“优”的转变，在摸清底数、做实项
目、强化统筹、扩大覆盖等方面不断深化。
二是城区管理要实现从有效到高效的转
变，在完善管理标准、促进社会协同、强化
智慧支撑上持续用力。 三是城区安全要实

街道党工委书记刘恕指出， 今年以
来，面对艰巨繁重的各项任务，街道上下
勇挑重担、迎难而上，体现了积极向上的

现从突击整治向常态长效的转变，聚焦消
防、安全生产、矛盾化解等突出问题，不断
完善预防体系、应急机制，严格落实各方

总结回顾了 2019 年工作， 并对明年工作
提出要求。 她指出，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
的宏观经济形势，街道在民生保障、安商

精气神和充沛的战斗力，垃圾分类、进博
会服务保障、创全迎检、社会面稳定、扫黑

责任。 四是综合营商环境打造要实现从多
头并进向重点推进转变， 聚焦安商稳商工

稳商、城区管理、社区治理等方面仍面临
不小挑战和压力；另一方面街道各项工作

除恶等任务圆满完成，新天地区域精细化
管理、“三美”建设有序推进，服务企业发
展保持了较高水准，业委会规范化、“零距

作主责，统筹做好政策服务、政务服务、个
人事务服务、党务服务各项工作。五是小区
综合治理要实现从“好看”到“好住”的转

基础比较好， 辖区各类资源比较丰富，干
部队伍精气神、战斗力比较强，要用好各
项优势和资源， 聚焦中心任务抓好落实。

离家园” 建设等基层社区治理不断深化，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高质量开
展，基层党的建设不断推进。

变，既要做好小区环境美化等硬件建设，更
要在居委规范化建设、 基层协商议事平台
打造等软性机制建设上取得提升。 六是干

明年工作要重点围绕“五个更加”，即在民
生服务供给更加精准到位、服务企业发展
更加贴心用心、城区管理体系更加完备高

对做好明年工作，会议指出，要聚焦
重点任务，以更强的定力推动各项工作实
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养老服务要实现从

部队伍建设要实现从单兵突进向全方位推

效、基层社会治理更加管用有效、内部管

进转变，加强工作配合、突出实干导向、完
善考核机制，有效推动各项工作落实落地。

理流程更加清晰规范上持续用力，推动各
项工作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讨论会暨 2020 年工作务虚会， 深入学习
贯彻二届区委九次全会和区委务虚会会

强化党的政治功能、深化片区党建、完善监
督体系上久久为功， 为建党百年献礼交出
一份满意答卷奋力冲刺。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张敏

醒认识当前依然严峻的安全形势。 二是要落实措
施，坚决把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落在实处，确保工
作成效。三是要做好节日期间值守，安排并关心好
平安志愿者。四是要强化预防，针对节日期间可能
出现的大客流等做好预案，有效应对突发情况。
会议通报了街道冬防安全、 安全生产集中整治
情况和近期警情， 部署了辖区烟花爆竹安全管控等
工作安排。

积极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12 月 19 日， 淮海中路街道召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会议，街道各办主任、淮海派出所、新天地
治安派出所、淮海市场监管所、城管淮海中队、淮海
房管办等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一是提高政治站位，推动扫黑除恶
斗争向纵向发展；二是适当发动宣传，根据上级要
求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提升群众对举报途径的知晓
率；三是扎实开展排摸，特别是对重点领域、重点区
域排摸，加强对类金融风险、社会乱象整治等打击
力度；四是形成长效机制，加强各成员部门间联勤

街道召开国家安全工作会议
12 月 19 日， 淮 海 中 路 街 道 国 家 安

和街道工作方案中明确的职责分工，

宣传。 要结合国家安全日等节点，面向

联动，落实线索内部流转机制，做好迎接相关部门
督导准备。

全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召 开 2019 年 度 国 家
安全工作会议， 街道国家安全工作领

落实本领域国家安全工作排查责任。
二是定期上报信息。 定期上报风险信

社区和楼宇企业持续开展宣传活动，
营造宣传氛围。

会上，扫黑办通报了区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督导
“回头看” 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实施方案， 传达了中

导小组成员出席。
会议对明年街道国家安全工作作
了部署，并要求：一是深入开展排查。

息，分析研判情况问题。 三是加强督促
检查。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立足区域特
点，聚焦重点领域和 时 间 节 点 ， 加 强 督

会上， 街 道 国 家 安 全 工 作 领 导 小
组办公室总结了今年街道国家安全
工作开展情况， 通报了明年工作计

央、市、区扫黑除恶有关会议精神，介绍了扫黑除恶
近期工作进展，总结回顾了今年工作，对明年重点
任务进行了部署。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区总体方案

促检查，推动工作落实。 四是加强社会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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