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山湖区———

启动春节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 � � � 本报讯 新春将至， 为营

造喜庆、欢乐、平安的节日氛

围，1 月 15 日，观山湖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区民政局、云潭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走

进观山湖区好媳妇老年公寓，开

展“崇德敬老·关爱银发” 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看望慰问敬老院

老人，并为他们送去新年的问候

和祝福。

在敬老院， 志愿者对老人

们嘘寒问暖，仔细询问他们的

生活情况和身体状况，一句句

问 候 给 寒 冷 的 冬 日 增 添 了 温

情。 随后， 志愿者将牛奶、麦

片、 饼干等慰问品送到老人们

手中。

“此次活动是 ‘情暖观山

湖·幸福中国年’ 春节系列志

愿服务活动的第一场，接下来，

我们将与各相关部门联合，常

态化、 多形式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营造良好节日氛围。 ” 观山

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

者说。

（通讯员 赵雪）

本报讯 1 月 19 日， 观山

湖区教育局、区交通运输局、贵

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观山湖区大队、 贵阳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观山湖区分局联合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对辖区朱

昌镇校园周边的违法停靠、非

法营运载客车辆进行集中整

治。

据了解， 朱昌镇石硐小学、

朱昌小学地处偏僻， 缺乏公共

运力，导致学校周边时常有“黑

车” 聚集， 违停现象也较为突

出。

执法人员分别对停留在朱

昌镇石硐小学、 朱昌小学两所

校园周边道路的车辆进行摸底

排查， 逐一对驾驶员及乘坐学

生进行询问， 并及时劝离停留

车辆， 确保放学高峰时段周边

道路交通顺畅。 同时，执法人员

还对学生及家长开展劝导工

作， 讲解乘坐无牌无证车辆和

非法营运车辆的危险， 从而提

高学生的乘车安全意识， 为孩

子筑起一道安全防线。

（通讯员 赵雪 文 / 图）

本报讯 1 月 15 日，观山湖

区出台《观山湖区工业和信息化

局关于支持工业企业留工促产的

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

见》），为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冬

春季疫情防控形势， 进一步做好

“六稳” 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

鼓励企业留工促产， 促进全区工

业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一季

度工业经济“开门红” 注入了一

剂“强心针” 。

据观山湖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工业发展科负责人彭立奎介绍，

《若干意见》 从企业开拓市场抢

先机、新建项目快速投产达产、企

业新增就业、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发放节日慰问信、 开展系列节日

活动、 推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等

7 个方面，对惠及对象、标准、申

报时间、申报要求、审核流程等方

面作出详细要求。

《若干意见》出台后，观山湖

区各企业积极响应， 并在企业内

部推出相应措施， 助力观山湖区

对留工促产相关工作。 贵州酱宗

源酒业有限公司表示， 针对不返

乡过春节的员工， 公司将按照每

人 500 元的标准对员工发放慰问

金，并落实职工节日福利，让员工

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同时，公

司也会在节后快速投产达产，提

高生产产值。

贵阳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

司表示， 春节期间对留工促产

的工人除了发放节日补贴及加

班工资外，还将提高伙食标准。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举

办一些文体活动， 丰富职工业

余生活。 ”

（通讯员 张奕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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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毒品阴霾 迎接崭新生活

———观山湖区帮扶“两社” 人员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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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山湖区———

出台系列相关意见 助力企业留工促产

区多部门联动：

整治学校周边交通秩序 确保学生乘车安全

贵阳中建西部建设有限公司一角。

观山湖区火车北站疫情防控工作组———

获“贵州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集体”称号

� � � � 本报讯 近日，全省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贵阳举

行。 会上，观山湖区火车北站疫

情防控工作组被授予 “贵州省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称号。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贵阳北站作为全省重要的

交通枢纽，是防止输入性传播的

一道重要关卡。 为守好抗疫阵

地，筑牢抗疫防线，观山湖区迅

速吹响集结号，积极谋划，按照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先后成立了

观山湖区火车北站疫情防控工

作组、贵阳北站区域疫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观山湖区高铁经济

带服务中心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等，明确各单位职能职责，结合

实际工作需要，招募百余名志愿

者，并统筹协调铁路、卫健、公安

等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在贵阳北

站各进、出站通道设置卡点，开展

疫情防控工作。

按照安排， 观山湖区火车北

站疫情防控工作组做好旅客测

温、轨迹查询、室内通风、公共区

域消杀、重点旅客转运、防疫知识

宣传等工作。 规范制定发热旅客

处置流程、信息登记、过程追踪和

送至定点医院等处置工作。

下一步， 观山湖区火车北站

疫情防控工作组将严格按照重点

人员“14 天集中隔离 +14 天居家

隔离 +5 次核酸检测” 的原则进

行管理，落实“防、查、控、治、保、

导” 各项防控措施，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通讯员 廖兴丹 郝涌智）

观山湖区———

开展“我为改革献一计”

征集活动

� � � � 本报讯 即日起，观山湖区

开展“我为改革献一计” 征集活

动，活动截止时间为 2 月 10 日。

此次活动征集的内容为 ：

从解决和突破观山湖区经济

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体制机制

问题和瓶颈障碍入手，围绕党

的建设 、经济领域改革 、农业

农村综合改革 、 社会治理、生

态环境 、行政审批 、营商环境 、

城市管理、文化服务、教育和

医疗改善 、就业和养老保障等

方面，提出全区 2021 年及“十

四五” 时期改革工作要点选题

的意见、建议。

有关意见或建议可以通过

信件邮寄 、 电子邮件发送或电

话联系等方式进行。邮寄地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观山

湖区委党校 A 区观山湖 区 委

办公室政研改革科 612 室 ，邮

编：550081，信封上请注明“我

为改革献一计 ” 字样； 邮箱：

gshqwggb@126.com； 联 系 电

话：84858151� � 18985057859。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

“健康小屋” 投入使用

� � � � 本报讯 1 月 15 日，位于观

山湖区世纪城街道爱心文化广

场的市民医疗检查点———“健康

小屋” 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健康小屋” 作为

世纪城街道打造 “三感社区”

的一项重要内容，去年 12 月初

开始建设， 该设施依托辖区世

纪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观山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贵阳爱康

国宾体检中心等三家专业医

疗、健康机构的资源，为社区居

民提供免费的血糖、血脂、健康

监测，干预健康指导，健康宣教

等服务。

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卫健工作人员唐

丽介绍，参加“健康小屋 ” 工作

的三家医院医护人员来自各医

院的“家庭医生” 团队。 “健康

小屋” 作为一个窗口，将医疗阵

地前移，能更有效地宣传和推广

“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促进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等医

疗资源融入社区和居家养老，将

医疗卫生服务向广大家庭和社

区延伸。

（通讯员 陈杨）

金阳街道金馨园社区党支部———

创新“线上 + 线下” 模式

实现党课学习全覆盖

� � � � 本报讯 为切实落实疫情

防控工作、 减少非必要的聚集，

近日，观山湖区金阳街道金馨园

社区党支部创新方式，通过“线

上 + 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微

党课宣讲活动。

活动主要通过 “线上 + 讨

论 ” 及“线下 + 送学” 两种方

式开展。“线上 + 讨论” 鼓励支

部党员干部积极下载 “学习强

国” 学习平台 ，及时掌握党的

理论政策和惠民举措；同时，组

建线上党员小组微信群， 通过

微 信 群 发 布 相 关 学 习 视 频 、

PPT 等内容，为党员提供讨论学

习平台，有效提高党员政治思想

素质。

“线下 + 送学” 方式是由该

支部两人一组主动到辖区老党

员家中进行学习宣讲，金馨园社

区党支部希望通过 “线上 + 线

下” 微党课学习模式的推广，进

一步增强支部党员学习意识，切

实做到“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

党课” ， 实现支部微党课学习全

覆盖。

（通讯员 丁伟鑫 黄丽娜

李贵先）

执法人员为学生讲解乘坐无牌无证和非法营运车辆的危险。

����1 月 6 日，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禁毒办联合禁毒志愿者协会、家委会、派出所和心理咨询中心，组成平安关爱小分队，

到社区戒毒人员敬某某家中走访，了解敬某某近期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状况。

1 月 8 日，观山湖区朱昌镇阳光驿站工作人员在社区康复人员顾某家里，与其耐心交谈并详细了解他近期的生活情况

及心理状况。

为进一步做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的精准化帮扶工作，连日来，观山湖区各镇街道对“两社” 人员开展系列走访

帮扶活动。

“通过走访，我们能够及时了解社区戒毒人员、社区康复的生活和心理状况，为他们制订解决困难的方案，帮助他们走

出困境，尽早回归社会。 ” 观山湖区禁毒办有关负责人说，用心、用爱、用情帮扶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是所有禁毒者的

心愿。

� � � � “我在小区开了个汗蒸馆，

能照顾娃娃还能有些收入， 对于

目前的生活，我很感恩很知足。 ”

云潭街道社区戒毒人员罗某说。

2017 年 3 月，罗某在云潭街

道社区执行社区戒毒。 街道工作

人员在了解她的基本情况后制定

了详细的帮扶管理计划。

心理咨询师定期对罗某开展

心理咨询辅导； 志愿者组织她参

与各种志愿者活动； 家委会定期

入户走访了解她的家庭、生活、工

作情况； 就业中心安排她参加就

业培训，引导就业创业；定期到康

复中心开展文体活动； 帮扶中心

解决她生活中的困难。 在街道各

部门、派出所、所在村的齐心帮助

下，罗某逐渐脱离毒品，生活走上

正轨。

去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罗

某主动申请， 参加街道疫情防控

志愿服务。

“非常感谢街道和区里的禁

毒工作者， 是他们无微不至的关

心，深入细致的管控，让我回归社

会，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要坚持并

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 特别是

毒品宣传活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

毒品的危害， 远离毒品， 珍爱生

命。 ” 回首自己得到的各种帮扶

和支持， 罗某非常珍惜现在的生

活。

1 月 7 日上午 10 时许，长岭

街道联合相关部门走访了社区康

复人员郭某。

郭某是 2019 年 2 月到街道

报到进行社区康复的。 街道根据

他的实际情况， 将其介绍到辖区

一家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当洗

车工，并经常与他联系，关心他的

工作与生活。

2020 年 10 月， 郭某因左肺

脓肿及肺部感染入院治疗，3 万

余元的医疗费让没有积蓄的郭某

忧心忡忡。

长岭街道获悉后， 考虑到郭

某平时表现良好， 积极履行社区

戒毒康复协议。 街道禁毒办与社

会事务服务中心为其申请了一次

性医疗救助， 帮助郭某解决了手

术费用。

“现在每个月有 3000 多元

工资，身体也在不断恢复，我要积

极配合街道做好康复工作， 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 郭某说。

悉心帮扶 助“两社” 人员走出困境

� � � �“近年来，我们在对‘两社’

人员帮扶救助方面， 采取了三项

措施，效果明显。 ” 观山湖区禁毒

办有关负责人说，仅 2020 年，全

区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的戒

毒康复人员 422 人， 通过帮扶，

成功实现就业创业 307 人， 其中

12人实现创业。 ”

在创新社会化帮扶方面，通

过加强吸毒人员就业、 创业培

训，推荐到区阳光安置企业、提

供公益性岗位等方式， 同时结

合 “禁毒大扶贫”“平安关爱”

等行动开展帮扶救助。 2020 年，

全区劳动年龄内且有劳动能力

的 戒 毒 康 复 人 员 就 业 率 达

72.7%； 将符合政策条件的 30

名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人员纳入

低保， 累计发放保障金 12.4 万

元； 对 15 名戒毒康复人员实施

临时救助， 累计发放救助资金

1.7 万元。

在创新专业化戒毒方面，充

分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化戒毒

康复， 发挥社会组织专业性积极

作用， 通过自主孵化和向社会购

买服务方式，2020 年累计开展心

理干预 496 人次， 行为矫正 46

人次， 家庭关系修复 90 人次，社

会关系修复 32 人次，解决了社区

戒毒社区康复人员心理以及家庭

困难等问题，帮助其早日回归、融

入社会。

在创新网格化服务方面，依

托综治网格平台， 将全区划分为

971 个网格， 把全区 190 名禁毒

工作人员、66 名社区民警 、135

名村（居）警务助理纳入网格，并

整合教育、民政、人社、卫健等部

门力量， 把全区 851 名现有吸毒

人员全部纳入网格员服务管理，

网格员全面落实信息采集、 帮扶

救助、宣传教育等工作，通过网格

员“上门问” 、公安机关“走访

查 ” 、 大数据综合关联 “比对

找” 、发动群众“协助寻” 进行精

细化服务。

“今年，我们对‘两社 ’ 人

员的帮扶是从走访开始的。通过

走访， 进一步增进与他们的联

系，让他们感受到政府和社会的

关心。 ” 该负责人说， 将本着

“应帮尽帮” 的原则，在对‘两

社’ 人员走访中全面掌握情况

以做到精准帮扶，确保各项措施

落到实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应帮尽帮 创新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