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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滨城区杜店街道
以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
事”活动为契机，通过转作风、重
实干，优化民生服务模式，提升民
生服务水平，打通为民服务“最后
一公里”。

变被动为主动，为民
服务“谋”当先

该街道以转作风、重实干为
抓手，在社区教育和特殊人群服
务两项领域积极谋划，提前布局，
转被动为主动。第一时间建立健
全街道低保人口219户、351人，
分散特困供养56户、56人实时信
息库，提升为民服务保障能力。同
时，积极探索实施协同共育构建
家、校、社三位一体教育新模式。
通过联合辖区学校组建18人“协
同共育指导队”，针对性计划实施
社区驻点服务，依托街道文化站、
各社区活动室、图书室等场所，计
划实施家庭教育咨询、专题培训、

“周末课堂”辅导、“家教沙龙”、党
史学习教育等志愿服务活动50
次，目前已开展10余次。通过探

索谋划，找准家庭“病灶”，开出教
育“良方”，推动家、校、社教育进
社区，化解家庭教育“缺位”难点，
破解学校“独位”难点，纠正社会
教育“错位”痛点。

少程序多支援，为民
服务“实”为重

创新实施三个“1+1”模
式，做好贫困重度残疾人照护、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省级试点
等工作。项目开展初期，该街道
民政办联合市海燕社工服务中心
通过“入户调研+走访慰问”摸
清底数，筛选、确定73名贫困
重度残疾人照护服务对象和36
名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对象建
卡立档，通过功夫下在落实之
前，减少群众居民自行上报程
序，夯实后期数据基础。服务过
程中，通过“全面照护+心理疏
导”，“常态+动态”开展走访慰
问、入户督导30余次，真正做
到“群众工作我们做，程序表格
我们填”。针对贫困重度残疾人
士采取集中照护、邻里互助、志

愿者上门为主,社会参与为辅的
“3+N”全方位照护模式，密织
细织服务网络。规划实施“社
工+心理咨询师”“社区+社工”
两种模式，针对 73 名服务对
象，实施每月电话联系、入户走
访双重管理，构建“爱心管家”
模 式 ， 招 募 村 居 留 守 妇 女、

“4050”再就业等人员实行“一
对多”“一对一”服务。准确把
握服务对象实时动态，为精神障
碍患者提供专业心理疏导服务，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聘用、邀请
专业心理辅导人员线上线下开展
项目对象心理疏导服务，帮助精
神障碍患者身心健康恢复、重建
生活信心。依托海燕社工服务中
心针对服务对象残疾类别科学制
定复健计划，通过“精准复健+
职业康复”定期开展监护人、

“爱心管家”、志愿者康复培训指
导，每月开展服务对象复健培训
和生活能力提升培训1次，全面
提升照护服务能力，帮助服务对
象逐步复健。筛选5名重度精神
残疾患者家庭开展个案服务，聘

请教育专家、专职治疗师每周开
展服务对象职业康复、心理疏导
1次，每月对监护人进行监护能
力提升、康复知识培训 1 至 2
次。通过科学指导培训、动态心
里疏导改善服务对象生活状态，
提升服务质量。

减距离增热情，为民
服务“情”连心

该街道持续推进服务下沉，
充分发挥“大数据”平台作用，通
过政务新媒体将各村（社区）农村
危房改造、帮扶资金、城乡低保等
政务信息及时公布，满足群众日
常查询需求，通过主动公开，提升
群众获得感。同时，广泛开展帮扶
慰问活动50余次，联合“双报到”
和共建单位开展为民服务志愿活
动30余次，通过党员干部下沉一
线，“进社区、进小区（村居）”直面
群众工作，深耕细作服务内容，让
党员干部接地气、转作风，用情用
心提高服务意识，切实解决群众
实际困难，全心全意拉近党群干
群距离。

近日，沾化区开展“颂百
年风华 传红色基因”读史颂
党爱国阅读活动。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诗意中国》《我爱这土
地》……该区朗诵爱好者、优
秀学生代表声情并茂地讲述
着党和国家的故事，重温了
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执着追理
想、艰苦奋斗攻难关的红色
岁月和革命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贾海宁 李秀玲 摄影）

颂百年风华颂百年风华
传红色基因传红色基因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刘玉洁 宋颖颖 报道）“五一”
劳动节即将到来，为让孩子们度过
一个快乐有意义的劳动节，4月24
日，邹平第一实验幼儿园开展“迎
五一——向最美逆行者看齐”消防
主题教育活动。

在消防展厅，消防队员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带孩子们认识了安全
出口、不同灭火器等消防器材，还
让孩子在高科技3D体验投屏中模
拟实践，感受高空缓降、烟雾逃生
通道、油锅灭火等一系列情景，为
孩子们普及消防灭火常识。

此外，孩子们还在消防队员手
把手的指导下体验了坐消防车、穿

战斗服、佩戴消防头盔等项目，切
实当了一回“小小消防员”。孩子
们还认真聆听消防员叔叔讲解他
们的日常训练，深深懂得在勇敢和
实力的背后是日复一日严格的训
练和高度的自律，从而在内心种下

“要努力拼搏，才会有收获”的信念
种子。

本次活动，真正让孩子们置身
于消防队员的日常工作生活氛围
中，深深记住了消防英雄如何用铮
铮铁骨守护一城平安。孩子们也
深深懂得在以后日子里要从身边
小事做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
身边每一个人，共创共享平安幸福
美好生活。

邹平第一实验幼儿园开展
迎五一消防主题教育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邵
一娟 通讯员 张飞飞 毕艺琳 报道）
4月24日，滨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开展“行走一线”活动，从如意湖出
发对滨城区市容市貌进行全面徒
步巡查。领导班子深入一线，靠前
指挥，现场督导，确保每一项任务
落细落实。

在如意湖，执法人员查看模纹
修剪、裸露土地补植、基础设施维
修建设等情况；在黄河八路，查看
绿化带内垃圾、车辆停放、地面清
洁、公厕建设等情况，与环卫工深
入交流了解环保举措落实情况；在
渤海二路，查看路面保洁、人行道
清洗等情况；在黄河三路，查看沿
街垃圾清理、绿化带树木生长情

况；在渤海十路，清理大型户外广
告、灯杆小广告、路边条幅等；沿秦
台河徒步查看水草打捞、背街小巷
垃圾清理情况……

过程中，巡查小组成员一边检
查一边记录，对巡查发现的细节问
题一一指出，能现场处理的马上处
理，不能现场解决的建立清单限时
办结，确保督查工作高质量推进。

下一步，该局将全力推进“行
走一线”精细化徒步巡查行动，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
向，践行“一线工作法”，深入现场，
直击问题，着力解决市民群众最关
心最关注的问题，推动城市管理提
档升级。

滨城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
“行走一线”环保巡查行动

谋新谋实转变作风做优做细服务民生
杜店街道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转作风重实干，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闫安 高丽 张啸林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管
林忠 通讯员 王文哲 王彬彬 报道）
为全面改善园区总体生态发展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滨
州工业园以建设园林式绿色园区
为目标，不断提升园区绿化视觉效
果，营造“丰富多彩、处处微景”的
视觉体验。

目前，园区按照绿化全覆盖的
总体部署，坚持“增绿、添彩、提质”
的原则，实施园区生态环境综合提
升改造工程。该项工程覆盖城区
梧桐三路、梧桐七路、凤凰七路、凤
凰八路等城区主干道及凤凰大厦
北侧游园节点、凤凰湖公园节点等
景观带。其中凤凰大厦北侧游园

绿化景观带占地约16亩，主要建
设园路400米、景观石1组；栽植
乔木、花灌木近千株，铺设草坪
9600平方米。

据悉，滨州工业园鼎鑫城市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以园区生态环境
综合提升改造工程为重点，提高工
作标准，细化责任分工，抢抓有利
时机，确保道路、公园、节点等各项
绿化工作全力推进。生态环境综
合提升工程采取“全路段多点位添
彩、花卉与彩色灌木组团增植”模
式，打造更丰富、更完善的绿化景
观，呈现出遍地开花、满城花色的
美景。

滨州工业园实施
园林式绿色园区建设工程

滨州日报/滨州网邹平讯（通
讯员 李江涛 报道）近日，在邹平市
孙镇腰庄村文化广场上，锣鼓铿
锵、戏韵悠扬，滨州市“送戏下乡”
惠民演出活动正在这里上演，标志
着孙镇“戏曲进乡村”活动正式启
动。

演出现场，折子戏《小宴》、京
剧《武家坡》《苏三起解》《坐宫》等

家喻户晓的戏曲一一呈现，台下群
众叫好声此起彼伏，大家在家门口
过足了戏瘾。

今年以来，该镇按照“政府购
买、院团演出、农民受益”的总体思
路，把百姓喜爱的戏曲艺术送到家
门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营
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的浓厚氛围。

孙镇开展“戏曲进乡村”活动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
刚 报道）4月27日，由滨州市颐养
网络有限公司在滨城区三河湖镇李
潮岗村打造的“乡村振兴-李潮岗
村红色康养基地”一期工程样板房
主体完工。在施工现场，记者了解
到一期工程样板房，每户为独立庭
院，主房占地152平方米，院落占地
面积115平方米，采用钢筋混凝土
和红砖构造，房顶水泥现浇楼板后，
在上面起脊造型为斜坡翘檐，铺设
仿古灰色瓦片。每个庭院在主房基
础上，建设厢房和门楼，装修后整体
呈现白墙灰瓦徽派建筑风格。

据该公司董事长张志学介绍，
乡村振兴-李潮岗村红色康养基地
一期流转租用李潮岗村原有空闲宅
基地，并配套流转2000亩自然农
田。基地利用农村空闲宅基地改造
为四合院，用作老年住宅、公寓，流
转的2000亩自然农田用于老人种
植以及基地养老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开发，让老人在养花种草过程中，享
受自然静谧之美。

按照“乡村振兴红色康养基地”
建设计划，在李潮刚村的基础上，再
扩展邻近的王立平村，整体打造成
园林绿地、生态种植、健身场所、老
年住宅、公寓、温泉度假村、中医院、
营养餐厅以及其他养老养生服务设
施等，构建集乡村振兴和退休人员居
住、疗养、康复、保健、文化、娱乐、休
闲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红色康养模式。

追梦：打造颐养天年
的世外桃源

精心选址，环境优雅静谧。李
潮岗村、王立平村地处三河湖风景

区核心板块，西靠徒骇河和三河湖
省级湿地公园，独享丰富的天然地
热资源，坐拥风景区生态之美，紧邻
滨莱高速和济东高速，畅享交通出
行之便捷。基地一期流转2000亩
自然农田，两个村现有空闲宅基地
进行改造用作徽派四合院老年住
宅、公寓建设，入住老人享有居住使
用权40年。三河湖地下储存有大
量地热资源，1000多米以下出水温
度在80℃以上，基地内开发大型温
泉池，每户均配置温泉浴池，实现居
住者在家里泡温泉。

精心策划，呈现别样风采。红
色康养基地打造的目标是提供一种
生活方式，是打造提供符合时代精
神的高品质生活，让老年人真正在
颐养天年中慢慢变老。在这里养
老，享受的是一钟幽雅环境，远离喧
闹嘈杂，自由呼吸，自在徜徉，舒展
自如，养身、养心、养性、养情。基地
通过整合资源，夯实落地，打造集老
年大学教育、温泉养生、中医疾病预
防、农耕文化传播、田园养生、隐居
为一体的生态康养基地。

匠心独运，创新养老模式。建
设的基地是一个让老年颐养天年的
去处，独特的乡村居家养老模式，将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乐
的目标。打造老年产业的“黄埔军
校”，做中国老年产业的优秀品牌，
成为符合时代精神、满足社会需求
的乡村振兴-养老模式的创新者、老
年产业市场领域的探索者、示范者。

筑梦：为老人打造温
馨养老家园

生态田园式康养基地。充分利
用乡村振兴政策打造老人康养基
地，暨解决退休人员养老问题，又解
决村民致富和养老问题；以田园风
光为主旋律，以基地干道、组团道
路、庭院道路为骨架，形成以住宅、
公建配套、园林景观、果蔬种植区为
主体形成的建筑景观群。基地一期
改造李潮岗村100套村民住宅，可

实现抱团养老。该村计划打造占地
200米的小吃一条街，在新建四合
院白墙上形成红色文化墙绘，附近
占地50亩的温泉度假村，可容纳
600多户老人入住。

可亲近自然的“自留地”。在老
年种植区，每家每户都有一块“自留
地”，水电、农具配置齐全，可以根据
个人喜好种植蔬菜或花草；集中建
立绿色无公害蔬菜区、生态果园、连
栋温室、中药、花卉种植区，满足基
地绿色食品需求。

未病先防的健康养生。基地将
采取“中医名医+中医院+互联网+
会员”模式，对入住老人采用名中医
家庭医生制度进行健康管理，通过
互联网平台，建立老人电子健康档
案，逐步完善以老人为中心的家庭
健康档案和家族健康档案。整合北
京、上海、日本、台湾中医名医资源，
以基地内医疗机构作为前台，嫁接
日本查体机构，在日本大阪、上海设
立老年疾病中医研究所，为基地老
人及家庭成员以家族遗传疾病为重
点进行中医预防服务。同时，温泉
度假村，引进日本温泉设计、设备与
文化，打造中药调理泡池区，在玉
石、盐疗、中药、冰蒸等不同养生房
中体验多重温泉疗效，深度调理身
体；规划康体区恒温采光游泳池、健
身中心、保龄球馆、网球场，增强老
人体质。

老幼同园享天伦之乐。基地将
配套有幼儿园，让孩子与老人常在
一起。老年人是一部书、一块宝，他
们丰富的人生智慧和生活经验，将
在幼儿身上得到传承。康养基地和
幼儿园办在一起，丰富老年人精神
文化生活，体现老人独特价值，解决
年轻人生活压力。

多元载体传承优秀文化。基地
配套建设图书馆，“老人+图书”让
基地充满书香更优雅。图书馆可以
代老人保管藏书、收购老人藏书、接
受老人赠书，使得入住老人的藏书
价值得以充分体现乃至放大。计划
在基地引入农耕文化展览馆、老年

大学三河湖分校、文化广场、商业美
食街等，融入孝道文化、农耕文化、
民俗文化、传统运动等多种文化主
题；以红色墙绘传承红色文化和中
华民族孝亲敬养的传统文化精髓。

圆梦：让我们健康快
乐一起变老

基地设施：生活康健安保配套
完善。基地建成后，有完善的生活
配套设施，超市、商场、美食街、银
行、中药房等生活配套设施。将建
设广阔的公共活动空间以及娱乐、
健身场所；这里将修建乡间小路和
自行车道，天高云阔，怡然自得；基
地建筑布局合理，采光、通风良好；
路面采用特殊防滑设计，每隔百米
可见座椅和休息区。建成后的四合
院，配备智能化设备，先进的紧急呼
叫定位系统、网络系统、消防监控系
统、出入口控制系统、门禁系统、红
外越界报警、摄像监控系统配备齐
全，让老人养老更安心放心。

安心生活：体验最周到的养老
服务。基地提供完善的服务，老人
一旦有需求，“秘书”立即应招而来，
为老年会员提供满足其需求的方案
并继而落实。老年会员“自由、支配
和自尊”三权合一，享受至尊服务。
基地还与日本大阪、松本以及上海
一流医疗资源合作，引进台湾老年
疾病预防新能量医学，并将与滨州
市区三甲以上医院联手建设就医绿
色通道，可免除老人就医的诸多烦
恼。同时，在上海、台湾一流营养师
参与下，由著名餐饮酒店参与经营
的老年营养配餐中心，根据老人身
体状况及季节天气，供应简餐的休
闲茶栈，专业营养师配置的营养套
餐，为老人全面调整膳食结构。

在该基地，计划建设老年大学，
老人可选择自己喜欢的专业去学
习；健身会所具备最先进的设施，老
人可选择健身教练；而在俱乐部休
闲中心，所整合的一切服务资源，都
可以供老人自由选择，轻松享受。

李潮岗村红色康养基地样板房主体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