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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找社区谈诉求”变为“社区找我问需求”

烈山区铁运社区用心办好民生
“微实事”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王卉

近日，家住烈山区
杨庄街道铁运社区十六牌楼的多
位居民找到社区求助，反映二楼
外墙往楼下渗水，同时自己家中
卫生间漏水严重。一时间附近污
水溢出，
臭气熏人，
严重影响了居
民的日常生活。
群众利益无小事。得知居民
的烦心事后，
杨庄街道铁运社区第
一时间组织人员前去察看漏水情
况。经过了解，
由于该栋二楼一处
下水管道堵塞，
导致排水不畅至污
水回灌拥堵到一楼住户卫生间并
渗至外墙体。可是，
楼上楼下两家
因责任划分、
维修费用等产生意见
本报讯

分歧。分析整件事的
“堵点”
，
铁运 织与群众之间架起的一座连心
社区工作人员多次走访和沟通，
并 桥。它既方便居民向组织反映情
把双方当事人请到红茶议事坊进 况、
表达想法，
也有利于组织了解
行调解。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双 群众的思想和需求，真正实现了
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由二楼住户 “零距离”
沟通。
负责联系维修人员疏通管道。同
社区还为另一户居民解决了
时该住户表示，
以后将注意用水，“烦心事”。原来，社区一棵大树
防止堵塞问题再次发生。就这样， 的树干长到四楼住户的窗户旁，
一件
“群众小事”
得到了及时化解， 枝繁叶茂影响到了居民的日常采
并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光。每当刮风下雨树枝会碰到高
记者了解到，
铁运社区的
“红 压电线不时产生短路火花，给社
茶议事坊”
是辖区群众一个
“说事 区居民带来了不少安全隐患。
“保
点”，多年来，社区一直在此开展 姆”
网格员接到居民诉求，
第一时
“社情民意谈心”活动，让附近群 间上报上级部门，联合烈山中心
众讲困难、说问题、诉烦恼、谈意 供电所，及时安排施工人员对影
见、
提建议，
是社区创建的社情民 响居民安全和采光的树木进行了
意集聚地，
更是社区与居民、
党组 适当的修剪。
“把树枝修剪了，我

们就安心了。
”
家住一号小区的居
民陈女士竖起大拇指。随后，保
洁人员又对周边环境进行了清
理，还居民一个安全整洁的生活
环境。
另外，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铁
运社区地处烈山工人村大街，属
于烈山区主城区，大多是由开放
式小区构成，楼院相对独立、分
散，
每个居住区域的居民构成、
诉
求大相径庭。对此，铁运社区转
变服务思路，
由过去
“我找社区谈
诉求”
逐步转变为
“社区找我问需
求”，将辖区居民划分为四个网
格，由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片区
长层层深入楼院现场处理解决各
类问题。将无法解决的进行收集

记录，
汇总到社区，
在社区红茶议
事坊定期召开
“协商议事会”
商议
事项或者调解矛盾，最终将商议
调解结果反馈给居民。
杨庄街道铁运社区“两委”
换届以来，从群众最关心、最急
迫解决的事着手，把为居民办实
事的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中，集
中商量办好民生“微实事”。社
区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用心倾听群众心声，用情为
民排忧解难。

■ 记者 刘露

课程。同时，培训班还讲解了
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职责和
本报讯 11 月 21 日 至 22 科学健身专业知识。培训结束
日，2021 年淮北市二级社会体 后对每名学员进行了考试，并
育指导员培训班开班，来自我 对合格者颁发了国家二级社会
市近 50 名体育工作骨干参训。 体育指导员证书。
围棋在淮北有着浓厚的氛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指在群
围和发展基础，目前淮北市有 众性体育活动中从事技能传
10 多所小学开展围棋普及，围 授、锻炼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
棋培训机构有 10 余家，每年有 的人员，
技术等级称号分为：三
1000 多人接受围棋培训。此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二级社会
次培训由市文化旅游体育局主 体育指导员、一级社会体育指
办，市围棋协会承办。培训特 导员、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邀请现任安徽省围棋协会顾 主要负责群众体育的组织管
问、围棋国际级裁判员朱宝训 理，
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增进
授课，
通过教授围棋规则、裁判 公民身心健康的一支重要力
员知识等，培养我市高素质围 量。目前全市各级各类社会体
棋队伍。培训班设有围棋教学 育指导员 6000 余名，市、县、区
组织与教学规范、围棋教育与 均成立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实践、幼儿围棋心理学等多项 和服务站。

公交司机拾金不昧
失主送锦旗表感谢

桥梁维修
施工忙

■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俞冰清

11 月 24 日，在淮海西路濉河桥，
工程人员利用液压设备顶升桥梁，准
备更换大桥基座。
为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人员车辆
交通安全，淮北市市政工程管理处于
近期启动淮海西路濉河桥维修工程，
施工包括路面提升改造，更换桥梁基
座、更换护栏、增设防撞护栏、粉刷涂
装等项目，期间采取半幅封闭半幅同
行，
预计 2022 年 2 月完工。
■ 摄影 记者 陈文骁
通讯员 陈洪

巩固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杜集区城管局多措并举提升市容环境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马晓伟 摄影报道

我市二级社会体育
指导员培训班开班

“门前三包”专项整治工作，强化
街面管理，注重执法效率。
“我们
中队以步巡＋车巡相结合，对沿
本报讯 “老板，
请把店外的 街商铺
‘门前三包’
落实情况进行
炉子收回店内，以后不要放在门 巡查，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
外了。
”
清理一处。
”
庄磊介绍道。
11 月 22 日下午，杜集区高
停车难、乱停车是城市管理
岳镇城管中队副中队长庄磊带 中一项难题，也直接关系到市民
领队员在吾悦路一家烧烤店前， 出行安全。为巩固深化全国文
指导店老板将烧烤炉搬进店内。 明城市创建工作，近期，高岳镇
这边刚收拾好，城管队员又 城管中队开展了机动车及电动
将一家快餐店门前一辆乱停放的 自行车专项整治行动，对主城区
电动三轮车移至非机动车线内。 重点路段人行道违法停放的机
连日来，杜集区城管局在城区范 动车和电动自行车依法进行拖
围内持续开展户外广告、店招店 移。整治小组采取接受电话举
牌集中整治行动，抽调专人负责 报和开展不间断巡逻的措施，主

要针对学院路、吾悦路、高岳路
和龙山路造成拥堵路段加大了
巡逻和查处力度。截至目前，共
张贴违法停车告知单 750 余份，
暂扣非机动车 200 余辆，拖移机
动车和僵尸车 180 余辆。通过整
治行动，城区车辆违停乱象得到
较好改善。
杜集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开展
好辖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加强
日常巡查实现标本兼治，持续加
大执法力度，全力以赴开展市容
环境秩序整治提升工作，助推城
市管理升级，打造干净整洁、安
全有序、优美宜居的市容环境。

系社保部门，
看能不能用社保卡
找到失主信息，
这时一位老人神
本报讯 近日，
市民袁先生 色慌张地来到一车队场站寻找
带着一面
“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 钱包，
经工作人员核实后，
将钱
的锦旗来到淮北公交一车队，
把 包物归原主。据失主袁先生介
锦旗送到了车队长梁杰和公交 绍，
之所以这么晚才来找钱包，
司机徐家虎手上，
并对他们拾金 是因为他下车后并没有发现钱
不昧的行为表示真诚地感谢。
包丢在车上了，
而是后来在商店
原来，
17日中午12点左右， 买东西时才意识到钱包丢了。
驾驶员徐家虎在打扫车厢卫生 “许多重要证件都在里面。如果
时捡到一个黑色钱包，
徐师傅随 丢了，
我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
即给调度室打电话，
说明失物情 好，
真是太感谢徐师傅和大伙儿
况。徐家虎交待调度人员如有 了。
”袁先生拿到钱包后激动地
失主电话或本人来找的话，
一定 热泪盈眶。
告知失主，
钱包在他车上，
让失
捧着袁先生送来的锦旗，
徐
主不要着急。下午 1 点左右，
徐 家虎表示，
他多年与公交车为伴，
师傅驾驶车辆到达终点站后便 拾到乘客的失物对他来说是很平
立即把钱包交给调度室工作人 常的事。他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将
员，
二人打开钱包，
试图通过钱 失物
“完璧归赵”
。徐师傅表示：
包内物品联系到失主。包内有 只要东西还在我们公交车上，
被
现金 910 元，另有身份证、社保 我们驾驶员捡到了，
一定会物归
卡等重要证件。正当二人想联 原主，
这样我们才安心。

淮北铁塔公司 5G 基站
固定资产盘点工作启动
■ 记者 王陈陈
通讯员 蔡明 胡巧林

执法人员对违停车辆进行拖离。

的方式，
确保账物相符。
精细管理。各部门紧密配
合，
认真梳理各类资产盘盈、盘
本报讯 日前，
淮北铁塔公司 亏、
报废损失的原因，
完善资产标
5G基站固定资产盘点工作启动。 签的粘贴，
核实闲置生产类资产，
责任到人。此次资产盘点由 完成报废申请审批流程。
财务部牵头，
运维部、
通发部、
综
资产盘点工作的开展，
保证
合部等部门紧密配合，
对照系统 了 5G 固定资产的安全性、完整
清单对固定资产台账进行梳理， 性，
提高了固定资产的管理水平，
明确职责、
时限。
有利于推动淮北经济社会发展。
查漏补缺。相关人员认真梳 目前，
已盘点非生产用固定资产
理汇总账内及账外固定资产，
采 共 156 条，
生产用固定资产实地
取以物对账、
以账对物、
逐一查对 盘点数量约全量资产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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