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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以榜样力量激励街道青年干部砥
砺前行，近日，大麦屿街道组织举行青年干部

“访榜样、守初心”座谈会，活跃在基层一线的
30多名街道青年干部参加。

座谈会上，14 名参加了“访榜样、悟初
心”活动的青年干部将走访榜样时的所思所获与
本职工作相结合，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感悟。

“苏增福董事长的经历告诉我，机会永远是
留给有准备的人。在日后的工作中，我也要学会
主动谋划，比如在手机备忘录中罗列代办的工作
清单、每天工作结束后花一两分钟时间做个每日
小结，这些都是不错的方法。”街道年轻干部小
李就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提出自己的想法。

“李孙乐书记的事迹让我十分感动，我要学
习他‘心中始终有人民’的精神，脚踏实地，契
合实际，真心诚意为群众谋发展。”年轻干部小
陆坚定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我是大麦屿人，当初考公务员的初心就是
想为自己的家乡作出更大贡献，入职后却发现许
多事情没那么简单，许多工作会遇到各种阻力和
困难，但我并不会因此而灰心丧气。”年轻干部
小侯谈了工作生活中的困难与压力，但也表明了
自己“坚守初心、绝不气馁”的决心。

听完年轻干部的发言，大麦屿街道党工委书
记林杭肯定了大家的努力，同时针对当前青年干部
在乡镇工作中存在工作多压力大、家庭与工作难以
兼顾等问题，结合自身年轻时的工作经历，对青年
干部提出了建议：处理好学习与思考的关系，不仅
要努力学习做好本职工作，也要在学习过程中思考
如何更高效地完成工作；处理好工作与生活的关
系，工作时要全力以赴，业余时间也要充分放松
自己，调整自身心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面对新
的挑战；处理好梦与现实的关系，要时刻保持理
想和激情，但在工作中也要讲实际、接地气，兼
顾街道的建设发展和群众的利益诉求。（茹冠钦）

以榜样力量激励前行
大麦屿举行青年干部

“访榜样、守初心”座谈会

本报讯 10 月 22 日—23
日，沙门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利用两天时间，举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
二次专题学习会，通过“发展
之行”、集中自学、交流研讨
等多种形式，促使个人自学与
集中研讨交替进行，让成员集
中时间、集中精神、集中精力
开展学习研讨。

在前往楚门时尚家居小
镇、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瑶坑村应汝源烈士纪念馆
等新时代美丽玉环建设考察
点，考察学习美丽生活、美丽
经济、美丽党建后，沙门镇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于23日晚举
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第二次专题学习会，大
家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理想信念、宗旨性
质、担当作为、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党性修养、廉洁自律
等 8个方面结合各自的思想和
工作实际，分别作了交流发
言。 （吴林倍 文/摄）

考察美丽玉环建设 结合实际交流研讨
沙门举行主题教育第二次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近日晚间，平
常一向比较安静的楚门镇
龙王村文化礼堂内不时传
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原
来，楚门天宜社会工作服
务社组织志愿者及义工走
进村文化礼堂，举行各类
挑战小游戏及健康服务活
动，让当地的残疾人、老
年人及村民乐开了怀。

龙王村是继胡新、中
山、蒲田、彭宅村后的第5
站志愿服务进村文化礼堂
活动，每一站服务活动都
受到当地村民欢迎，各类
知识宣传、游戏体验、健
康服务等项目不仅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为残
疾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
体送去温暖和关怀。

在龙王村的志愿服务
现场，村民们围着“找不
同”“乒乓运动”“你问我
答”三个游戏区域，每挑
战成功一处可获得一个盖
章，集齐3个盖章后，就可
前往兑奖区兑换 1 份小礼

品。同时，健康服务区的
理发和血压测量也深受老
年人的欢迎，而公益集市
区的物品全部为义工们手
工制作而成，义卖共得善
款145元，将全部用于楚门
镇弱势群体的帮扶。

此次活动不仅弘扬了
尊老敬老及扶弱助残的传
统美德，也向社会传播了

“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精神，为村
（社区）的弱势群体送去了
关爱和温暖，营造了村
（社区）的和谐氛围。

下阶段，志愿服务还
将陆续进入楚门各村 （社
区）。与此同时，楚门镇将
联合天宜社工对各村 （社
区） 的文化礼堂活动项目
进行再培育再发展，依托

“文化大超市”等项目，开
展各类送培训下村 （社
区） 等活动，发展志愿者
服务队伍，激发农村基层
文化活力。

（应军 文/摄）

楚门

志愿服务走进文化礼堂
村民乐了弱势群体暖了

本报讯 10 月 22 日至 23
日，坎门街道党工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开展主题教育第二次专
题学习会，通过开展“发展之
行”、集中自学等方式，激发
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凝聚
美丽坎门建设的实干力量。

22日上午，街道党工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先后走访后沙、浙
江永德信科技有限公司、干江上
栈头村和炮头村，实地听取金沙
湾项目进展情况、“被动房技

术”开发情况及应用前景，考察
干江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际
工作，感受我市美丽经济发展的
强劲脉搏，激励大家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推进美丽玉环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在集中自学环节，与会人
员原原本本读《中国共产党章
程》《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等
书本。浓厚的学习氛围，增强
了大家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
近期，主题教育在坎门如

火如荼开展，特别是街道党员干
部群众都保持着昂扬向上的精神
状态，全身心投入到主题教育和
各项工作推进中，把在主题教育
中激发的精气神转化为推动各
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下阶
段，坎门街道还将通过组织党
工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研
讨、实地调研等形式，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潘瑶强）

激发精气神凝聚新力量
坎门开展主题教育第二次专题学习会

本报讯 连日来，在龙
溪镇老中心菜场拆改工程
——浦发广场兴建工地上，
一排排打桩机正轰鸣着钻探
桩基，为兴建龙溪新的地标
性商住建筑打牢基础。过不
了多久，龙溪首个商住型地
标性建筑将在镇中心拔地而
起，为群众购物、居住提供
新的空间。

近年来，随着龙溪镇
城区建设框架的日益丰
满，人流、车流、信息流
相交汇聚，建成区人口越
来越密集，原来的中心菜
市场由于空间较小、功能
单一，已经满足不了群众
和市场营销的需求。对
此，龙溪镇及花岩浦村在
2017年启动了中心菜场升

级改造工程，先后建成过
渡菜场、拆除周边违建摊
点，腾出新空间，在老中
心菜场原址上兴建浦发广
场。

正在打桩建设的浦发
广场，项目总投资约为 1.7
亿元，规划总用地面积
10601平方米，建筑占地面
积 5787平方米，规划建筑
高度为 55.4米，设计楼高
地下室 1 层、地上 17 层，
第一层设计为农贸市场等
商业功能，第二层以上的
16 层为商住房，共建 192
套。建成后，可为龙溪群
众提供一个家门口功能齐
全的农贸市场，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建房难、住
房难的难题。（詹智 文/摄）

龙溪

浦发广场开建了

10 月 21 日晚，玉城街道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课暨
城市有机更新项目攻坚组临时党支
部授牌仪式。

“玉城街道是玉环城市更新的主
战场，这不仅是市委、市政府对我
们的重托，也是群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迫切期盼，更是时代发展交给玉
城人的使命。”在主题党课上，玉城
街道党工委书记詹江鹏表示，城市
有机更新项目攻坚组临时党支部的
成立，可以让党组织和党员在美丽
玉环建设中“红色引擎”作用不断
凸显，在破解难题中砥砺初心、勇
担使命，共同建设居者自豪、来者
依恋、闻者向往的现代化海湾城市。

城市有机更新，关系着老城区
怎样更新改造，如何顺应城市的肌
理，提升城市品位，可以说是一头
连着发展，一头系着民生。而目前
我市的城市改造主要区块大部分都
集中在玉城街道，今年谋划的8个区
块，6个区块在玉城，分为 6个攻坚
组：西青老街及周边项目攻坚组、
三潭路两侧 （南山村） 项目攻坚
组、三合潭工业区三期项目攻坚
组、前后塘垟区块项目攻坚组、塘
里村及周边项目攻坚组、榴岛大道
与珠港大道交叉区块项目攻坚组。

“自项目开展以来，我们小组每
天晚上都会花上 2个小时去走访调
查。”作为三潭路两侧（南山村）项
目攻坚组的副组长，玉城街道党工

委委员王孝聪告诉记者，在走访过
程中，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城市
有机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令王孝聪印象深刻的是，南山
村有户村民一家4口，夫妻俩和两个
30岁左右的儿子挤在一座建于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石头房里，屋顶上
的瓦片零零碎碎，老旧的木地板踩
上去嘎吱作响。因为住房太过破
旧，俩儿子的婚姻大事一直没有着
落，“儿子们的相亲对象过来看到房
子基本上都是扭头就走。”谈起这桩
压在心头的大事，夫妻两人言语里
充满无奈与落寞。

“南山村这户村民和大部分群众
都明白这次城市有机更新能为他们
带来崭新的居住环境，所以积极配
合、积极参与，我们的意愿征询工
作推进还算顺利。”王孝聪告诉记
者，遇到部分对政策不理解的村
民，只要耐心为他们讲解，最终也
能获得理解。“倾听群众呼声，回应
群众关切，做深做细群众工作，能
更好地赢得群众支持。”

为了更好地吃透政策，南山攻
坚组临时党支部商议每天晚上走访
后，再花半个小时开展微型党课

“星光课堂”，利用这个主题教育学
习“规定动作”外的“自选动作”，
一方面组织攻坚组成员多思多想、
学深悟透、融会贯通，另一方面邀
请精通业务的副组长蒋昌根等党员
骨干为其他组员讲解政策，吃透政
策，提升业务能力。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中，最重要的是要与民生相结
合，着力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紧

迫问题，把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主
题教育成效的标尺，用实实在在的行
动赢得民心。”王孝聪表示。

李家小区停车难问题的解决，
就是玉城街道大力解决居民反映强
烈的民生问题的一个缩影，也是该
街道党工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生动典范。

李家小区位于玉城街道中心地
带，地处市人民医院周边。近年
来，李家小区机动车数量大幅增
长，停车位紧张，公共停车位已远
远满足不了居民需求，违法停车现
象日益突出，如一些外来车辆违规
占用公共道路停车，小区内居民门
口及周边消防通道沦为临时停车
场，这些都给小区居民日常出行、
生活带来许多安全隐患。

“今年元宵节期间小区里发生了
一起火灾，就是因为车太多，严重
堵塞了消防通道，导致消防车进不
来，差点酿成大事故。”家住李家小
区的董先生对小区停车难问题深有
感触，“平时上下班高峰期非常拥
堵，很容易出现刮擦事件。”

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李家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李祖
玖，作为市党代表，他已经连续两
年在党代会上提出解决李家小区停
车难议案。今年8月，为缓解小区停
车压力，经李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社员代表会议商议，小区利用村级
自留地建设增加 100个左右停车资
源，安装智能停车系统提供便捷服
务，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调节
停车需求。新停车场对李家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的居民免费，对于外来

车辆则 30分钟内免费，30分钟至 1
小时内收费 3元，1小时以上每小时
加 4元，每天 23元封顶。其中对非
李家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高层住户
按年收费，一年 1800元，并原则上
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地锁。

在试运行阶段，的确有很多高
层业主不理解，出现了不少矛盾纠
纷，“高层住户的想法我们也能理
解，毕竟原来是不收费的，现在开
始收费了，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
但基于小区交通、消防和群众的生
命安全等考虑，我们权衡利弊，认
为这应该是最好的做法。”玉城街道
党工委副书记胡向阳主持调解李家
小区停车收费相关问题，与高层业
主代表进行沟通和解答，及时化解
矛盾纠纷。

“现在小区里乱停车现象得到显
著改善，上下班高峰期也比较通
畅，居住在这里的安全感也提升
了。”董先生表示，小区停车收费有
效增强停车人临时停放、快停快走
意识，减少长时停放，提高小区内
停车资源的周转率和使用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来自身边的一件件民生小
事、实事，因此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我们更加聚
焦民生难点、热点问题，真刀真枪
解决突出问题，以实际成效取信于
民，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新变化新气
象，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詹江
鹏说。

解决群众最急最忧最盼问题
把满不满意当检验成效标尺

玉城街道推动主题教育与民生实事互融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