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市委组织部党建考察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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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团介绍了周家渡街道区域现状和党建工作基本情况，并就

总共 220 期

党建工作如何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项目化、品牌化、社会
化进行了互动交流。 随后，考察团来到齐河第三居民区进行

2017 年 2 月 28 日

现场学习，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为考察团介绍了居民区党建工
作概况，展示了通过实践和探索“三步八法”、网格睦邻党建
等基层党建工作引领居民区自治的典型案例。 街道党工委副

星期二
本期 4 版

书记、办事处主任华英姿，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张波等街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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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8 日，铜陵市委组织部党建考察组专程来

到周家渡街道参观考察党建工作。 街道党工委书记施震向考

导一起参加了对考察团的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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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生 凝聚共识 推动社区事业不断前进
周家渡街道第一届社区代表第二次会议圆满召开
本报讯 2 月 23 日，周家渡街道第一届社
区代表第二次会议在社区文化中心隆重召开，
来自街道机关、社区内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
驻区单位、 社会组织以及居民区的 165 名代表

能效果上有新提升。 2017 年，周家渡街道办事
处将以建设安全、宜居、服务、人文、幸福社区
为目标，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服务基层和保
障民生为重点，认真履行职责，推动社区各项

夕，部分社区代表们还积极深入群众，了解居
民诉求和百姓期望，并结合社区和小区实际向
大会递交了书面建议意见。
街道党工委书记施震发表重要讲话，对

出席会议。
周家渡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华
英姿作了《聚焦民生 凝聚共识 着力推动社区
各项事业不断前进》的工作报告。 2016 年周家
渡街道抓住“提升公共服务和保障民生水平，
抓基础、促平衡，破难题 、 保 民 生 ” 的 工 作 主

工作迈上新台阶。
大会还听取并审议了周家渡派出所、周家
渡市场监督管理所、周家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及周家渡街道房屋管理办事处等 5 家双管单位
的工作报告，推选产生了周家渡街道第一届社
区代表第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在分组讨

2017 年社区工作，提出三点期望：一是要坚持
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 努力增强社区发展动
力。 重点是打基础、抓管理、促融合、保民生，落
实街道“建设安全、宜居、服务、人文、幸福社
区”的发展目标。 二是要坚持多元共治，努力打
造社区治理新格局。 从提升代表主人翁意识，

线，强化服务、健全机制、激发活力，在体制机
制上有新突破,在重点亮点上有新进展，在效

论中，代表们围绕社区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等
话题踊跃发言并提出建议意见。 在大会召开前

强化引导和规范，加强代表履职平台建设等方
面进行努力。 三是要坚持共建共享，努力增强

图为社区代表正在认真听取街道工作报告

社区发展合力。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提
升社区品位品质， 整合基层各类代表队伍建
严洁 / 文 邵秋菡 / 摄
设。

凝聚力量 开拓进取 努力创新
周家渡街道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

制灯作画赏大戏 渡口文化乐满园
街道 2017 年元宵节文化活动精彩纷呈
欢声笑语
在 3 楼的影剧场内， 同样洋溢
着元宵的浓浓氛围。 这次文化中心
特邀上海滑稽剧团为居民们带来了
“笑语四季来相会” 滑稽戏专场演
出。 整台表演高潮迭起为居民朋友
送上了一顿丰盛的“艺术饕餮”。 台
上演员表演精彩，风趣幽默，台下观
众掌声雷动、笑声一片。 来到现场的
居民朋友纷纷表示， 这是周家渡文
化中心组织的又一场深得人心的专
场演出， 让社区居民们零距离接触
喜剧明星。
元宵佳节当天， 街道在文化中

的四十多组家庭参加了彩灯制作活

心举办了以“渡口文化乐满园”为主
题的 2017 年元宵节文化活动。 有扎
染灯彩、彩灯制作、民俗互动、滑稽

动。 老少同乐齐动手，制作出了一盏
盏可爱的灯笼。 有孩子们喜欢的卡
通图案形式，有小鱼、小鸡、小兔等。

戏和猜灯谜 5 个部分，以“民俗 + 民
族”的形式，为社区居民们呈现传统
文化艺术大餐。

大家一起动手跟着老师学制作，点
上一盏小灯， 照映出了美满祥和的
元宵节。 活动结束后孩子带着自己
的作品和文化中心精心准备的各色

巧手生花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组织下，社

玩具小鸡礼品满载而归。

传统文化

区居民齐聚一堂，DIY 属于自己的
元宵花灯。 看到一盏盏精致的花灯，
孩子们的热情一下子被点燃了，纷纷

“快看，那位老师画得真好啊，兔
子像是真的呢。 ”在 2 楼的 508 艺术

动起手来，从印染、晾干、烫平到最后
的装裱，一盏盏素色的花灯在孩子们
一双双灵巧小手中制作完成了。 现
场，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的李欣怡小朋
友一笔一划写上了自己的愿望：“希
望新的一年里学习好，全家都健康。 ”

视线内，草编、衍纸书签、京剧脸谱、
中国结、龙凤字画等手工艺术接连上
演。 真可谓是，高手在民间呀！ 这次活
动以
“
盖章集礼品”形式，激发了居民
们浓厚的兴趣。 儿时手作小吃，现场
制作：每逢过年，儿时的手作糖画最

老少同乐
元宵节当晚， 来自居民区选送

受欢迎且是最有年味的小吃，手作糖
画虽外表口味都不与市面糖果相媲
美，但手作的图案和过程却是我们儿
时念念不忘的年味。

妙趣横生
走近 3 楼的社区学校， 映入眼
帘 的 是 200 多 条 谜 语 横 挂 在 长 廊
上， 本次灯谜是由上海市灯谜协会
顾问苏老师最近新创的，有文字、自
然类、成语、地名、历史人物等多方
面知识，丰富多彩、妙趣横生，博大
精深的“度娘” 也是搜索不到答案
的。 猜谜现场，社区居民或三五成群
结伴猜谜，或独自苦思冥想，大家你
一条我一条踊跃竞猜。 还有些居民
和苏老师讨教谜底的解释， 学习谜
语文化，都说新创的好，这样公平公
正，现场气氛热闹而温馨。
在这个象征着团圆和美满的日
子里，社区的老少居民欢聚一堂，共
同庆祝元宵佳节， 现场到处充满着
人们的欢声笑语、 每个人脸上都洋
溢着节日的喜庆。 活动让社区居民
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增进了邻里
感情,传扬了“
渡口文化”精神。
龚逸伟

本报讯 2 月 24 日，周家渡街道
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文化

街道的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起了
重要作用。 今后 5 年，街道科协要以党

中心 3 楼剧场召开，辖区内居民区、社
区单位和企业等 62 名科协代表参加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全面
落实科学发展观，学习贯彻区科协
“
三

会议。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大”精神，紧紧围绕街道党工委的中心

华英姿， 浦东新区科协技术协会副秘
书长、科普部部长周斌等到会指导。
按照大会议程，选举产生了王大鹏
等 11 名同志为周家渡街道科协第四届

工作，以“绿色创新、开放共享”为主
线，促进技术开发和创新，开展实用型
技术培训和推广， 开展科学技术普及
活动，进一步创品牌、创特色，引导人

委员会委员。 随后，在科协四届一次全
会中，王大鹏当选为街道科协第四届委
员会主席，徐青、江继强当选为副主席。
大会指出， 周家渡街道科协自成
立以来，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

民群众崇尚科学、 抵制迷信、 移风易
俗、破除陋习，正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
的政治导向、内容导向，倡导科学的生
产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文明节约
的消费模式，促进资源共享型、环境友

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贯彻和落实

好型社会建设。

科学发展观，坚持走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 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大力宣传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以此次
大会为新的起点， 进一步凝聚力量，
开拓进取， 积极探索科协工作新思

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计划纲要》，
凝聚力量，开拓进取，积极构建公共科
普服务平台， 着力加强科普能力和科

路、新方法，团结带领全街道科技工
作者勇敢迈开创新的步伐，在建设文
明城区的实践中主动担当，为开创街

普堆物建设， 不断提高市民的科学素
质，努力在科普中作出新贡献，为推动

道科技事业和科协工作的新局面作
陶菁
出更大贡献。

“就业援助月” 送岗到社区
本报讯 日前， 周家渡社区事务

询者约 65 人， 应聘投递就业简历 40

受理服务中心举办了 2017 年”就业援

份；现场达成招聘意向 22 人。 街道会

助月”专场招聘会。 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
就业帮扶，真情相助”。

持续关注、 追踪应聘人员的后续就业
情况，就业援助员也会做好跟踪服务。

本次专场招聘会共有上海厂长经
理人才有限公司、 上海合杰人才服务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大酒店有限公司、
上海知轩人才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浦
东锦绣乐购生活购物有限公司 5 家用

在招聘会前期， 社区事务受理
服务中心在浦东新区就业服务信息
平台、 上海公共招聘网都做了充分
的宣传。 同时，在各居民区电子屏幕
上发布招聘会信息； 在短信快车平

工单位参加， 为求职者带来了近 160
个岗位。 其中提供的岗位有： 地铁安
检、保安押运、押运驾驶员、银行数据

台、 微信订阅号都做了事先预告宣
传， 并积极动员和组织求职人员参
蔡岚
加招聘会。

录入员、大堂引导员、酒店前台、大堂
经理、理货员、收银员等。 年龄要求广
泛， 满足了不同层次求职者对岗位的
需求。
招聘会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
据统计， 当天接待各类求职和政策咨

福满周家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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