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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牌打造迈出坚实一步 城市功能配套更加完善齐全
2021 年市东街道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社会管理水平、城市建设功能品质大幅提升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樊飞 通讯员 孙悦丽 韩拂晓 安晓东

海王药业鲁北生物医药冷链产业园上线 AGV 货到人分拣系统，
工作效率和准确率得到有效提升。 （李默 摄影）

滨州海底世界在北海公园岸畔对外开放。
（李默 摄影）
2021 年的市东生机勃勃：迷
过去的一年，市东街道以党建
7000 余个停车位的规划、3000 余
齐驱的治理格局。选举成立 20 个
笛音乐节开创了市东承接并成功
把关定向，引领全局各项重点工作
米围挡的搭建、140 余间卫生间及
社区与环境物业管理委员会，社区
举办全国性大型活动的先河，滨州
开局破题、成效显著。新一届社区
露营、饮水区的建设……全部前期
书记任职委员会主任，搭建起“党
海底世界的开业成功填补了滨州 “两委”班子换届圆满完成，选优配
筹备任务仅耗时 20 余天。音乐节
组织+物业+网格员+志愿者”于一
此领域旅游市场的空白，城区“断
强 20 个社区“两委”班子，所有社
现场安全、卫生、经营、旅游秩序等
体的红色平台，业主委员会、物业
头路”相继贯通强健了城市体格框
区实现书记、主任“一肩挑”，成员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为广大乐迷留
企业全覆盖率均超额完成市、区两
架，
“ 三无”小区旧貌换新颜，孤寡
交叉比例高、人员结构优、履职能
下了完美的滨州印象。
级限定全覆盖任务。以阳光彩城为
老人老有所养彰显市东温情，党员
力强。特殊家庭扶助关怀“三覆盖”
过去的一年，市东街道全力以
代表的 17 个小区实现无人管到有
干部党心“更红”，在创建全国文明
工作全面落实，方便就医证发放率
赴做好服务，凝心聚力推动项目落
人管、有人管到长效管的根本改
城市、疫情防控、黄河防汛抢险中
达 100%。
基层党校建设逐步深化， 地。滨州海底世界顺利开放，不但
变，打造了“三无”小区问题治理的
冲一线当先锋，一心为民是他们干 “淬火工程”等党员教育活动开展
成为滨州市民的打卡地，更成为滨 “市东样板”
。
事创业的最大力量源泉……一年
有力有序。
“青苗选培”计划持续推
州中小学生的科普新平台。渤海七
过去的一年，市东街道坚持勇
来，滨城区市东街道以实干开路， 进，全年共发展党员 64 名，新培养
字当头、快字当先，高效率推进城
路（黄十二至黄十四路）、渤海三路
靠攻坚闯关，努力打造城市品牌， 入党积极分子 45 名，打造坚实可 （黄河十六路至黄河十四路）
中村拆迁工作，4 天内完成常家居
“断头
委会拆迁协议签订，北蔺、坊子、张
持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水平。
靠的“战斗堡垒”。党史学习教育深
路”顺利打通。海王药业鲁北生物
入推进，创办“街道党史教育大讲
医药冷链产业园二期项目竣工验
皮、西王居委会群众顺利入住北海
新城安置区。试行河道排污管理网
▶ 以强党建破局 堂”，举办“忆党史·颂党恩 献礼百 收，即将投入使用。
年共产党”大合唱，
“我为群众办实
城市品质提升措施落实更加
打造“三一”环保效
开 路 ，凝 聚“市 东 力 事”实践活动贯穿全程，累计解决 深入。市东街道秉承“创城为民，为 格化管理机制，
率机制，开展城乡环境集中整治和
量”
大小民生事项 59 件……一年来， 民创城”的理念，以改善人居环境、 散煤治理工作，建立企业环保“红
干部作风更加严实，为民情怀持续
黑榜”，实施扬尘治理“市东十条”，
提升文明素质、提高幸福指数为最
党建，正深度嵌入市东城市基
蓝天碧水环境持续保持。合理优化
加深，老百姓的幸福感、认同感更
终目标，拿出“绣花”功夫和“钉钉
层治理的“毛细血管”，为城市发展
设置 54 个全员核酸检测临时采样
加强烈。
子”精神，成立城市品质提升专业
凝心聚力。
委员会，修补辖区沿街商铺破损路
点，及时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应急演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
练。全体机关干部、社区干部、党
面，集中整治背街小巷“脏乱差”问
以提品质服务
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志愿者及医护人员昼夜不息坚
题，升级改造清怡农贸市场，改造 7
2021 年，在黄河防汛工作中，市东
发展，
彰显“市东活力” 个老旧小区，为文明创建提供环境 员、
守疫苗接种一线，争分夺秒推进新
街道打消“支援队”思想，树立“主
保障。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 冠疫苗接种工作，全力加快构建全
“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
阵地”意识，喊出“把最危险的地方
民免疫屏障。
“全科大网格”工作高
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益、喜闻乐
姓满意不满意、
生活方便不方便，
变成最安全的地方”
“ 誓死保卫黄
效运行，296 名专兼职网格员提报
见的志愿服务活动 220 余次，将文
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
河保卫家园”的口号，充分发挥基
明创建真正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培
事件 6000 余件，办结率超过 98%。
标准。”这是“人民城市”的应有之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1+3+4+9”
工作机制深入落实，
育文明新风气，
展现时代新面貌。
义。2021 年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
范作用，发动机关干部、党员、村
应急避难场所、
应急物资救援站全
一场盛大的滨州迷笛音乐节在滨
居、企业力量，成立防汛救灾突击
面配备完善，街道应急能力水平有
以善统筹真抓
城区市东街道北海公园举办，
数以
队 30 余支，建立党员责任岗 200
万计的歌迷从四面八方汇聚至滨
余个，累计出动 5000 余人次、机械
实干，
展示“市东担当” 效提升。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滨州
州。在音乐节的影响下，从默默无
48 辆，分片包干，轮番上阵，冒雨
市滨城区第十次代表大会指出，
今
闻到引人注目，市东街道在短时间
市 东 街 道 迎 难 而 上、开 拓 进
奋战两天一夜，高标准筑坝 3.6 公
后五年，
是滨城实现高质量发展、
打
内获得大量曝光度，成为社交媒体
取，牢牢把握“万家福地、朝阳市
里，24 小时不间断值守巡查，号召
造区域中心的攻坚突破期。蓝图已
中活跃而亮眼的存在。
作为东道
东”
发展定位，
确保各项工作走在
全体党员戴党徽、亮身份，对各类
经绘就，
奋斗正当其时，
生机勃勃的
主，市东街道 300 余名干部职工勇
前、干在先、落在实。
安全隐患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
市东，
在建设今天、
面向未来的现代
于担当，从前期场地筹备到音乐节
“红色物业”让“三无”小区旧
时间排除，助力守护黄河安澜。
化富强滨州建设道路上加速向前。
现场各项跟踪保
貌换新颜。市东街道以推进“渤海
新的一年，
市东街道将踔厉奋发、
笃
障，用实际行动保
红色物业”建设为契机，聚焦“三
行不怠，勇担使命、砥砺前行，努力
障音乐节成功举
无”小区这块“硬骨头”，探索实施
当好区域发展排头兵，
以时不我待、
办。280 余亩场地 “三无”小区“红色+”治理模式，形
只争朝夕的干劲，
为建设更高质量
的平整、18000 平
成以“党建红色马车”为引领，
“国
努力奋斗。
方米草皮的铺设、 有物业马车”
“居民自治马车”并驾 “六个滨城”

2021 年 10 月，市东 30 余支党员突击队齐心共筑黄河防汛安全
堤。

政通社区西王居委会 228 户 433 套回迁分房工作完成，标志着
2021 年市东街道北海新城安置区分房工作圆满收官。
（李默 摄影）

▶

▶

在“三无小区”改造中，阳光彩城小区从没院墙、
没大门、
没物业、
脏乱差，变身有业委会、
有花园，有党
员带头搞环卫的规范小区。

2021 年市东辖区渤海三路成功打通，实现辖区
南北贯通，
极大缓解了东区交通压力。
（李默 摄影）

社址：
滨州市黄河 5 路 338 号 邮政编码：
256603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滨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流动讲堂启
动仪式在市东街道桃李社区举行。

市东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及实践站，为群众在家门口打造
“文化大舞台”。
（李默 摄影）

市东开创了承接并成功举办全国性大型活动的先河，做到了“办好一个节，提升一座
城”
。（张丹丹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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