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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润物细无声
让基层党建架起党群“连心桥”
—开发区向阳街道党工委基层党建工作纪实
——
交警在行动
建成开发区首家党员活动中心，解决辖区内退休、下岗及社区党员无组织、活动无场所的
现状；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规范社区志愿者队伍管理质量；成立辖区首家“爱心超市”，
搭建起长期关爱、扶助弱势群体的平台……
这些工作与成绩的背后，是与开发区向阳街道党工委正确引领、党组织钢铁堡垒的坚实
支撑和社区居民群众支持与配合密不可分的。 近年来，开发区向阳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新形
势下的基层党建工作，始终把工作重心放在围绕党建“
铸魂、强基、健体、固本”工作中，实现了
辖区资源要素的共融、共享、共赢，基层党建科学化水平不断加强提高。
□黄河时报记者 阴波 特约撰稿 王长江

建立首家党员活动中心，让党员干部队伍
“活”起来
“党员有了责任感，才能温暖群
众；党组织充满战斗力，才能在任何
矛盾中解决问题”。 社区老党员高知
俊如是说。
向阳街道党工委在甘棠居委会
军干所先期投入 1 万余元资金，配备

档案柜、会议桌椅、电暖气等设施，制
作了宣传版面、灯箱广告，于去年 12
月建成开发区首个党员活动中心,解
决了辖区退休、下岗及社区党员无组
织、活动无场所的现状，通过党员活
动中心的建立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活动， 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关系，使
党组织的凝聚力不断增强。
目前， 向阳街道办事处共建设 7
个党员活动中心，在社区楼宇党建工
作中充分发挥了举旗帜、 聚民心、兴
文化、展形象等示范引领作用。

组织非公企业演讲比赛，让基层党组织
“强”起来
6 月 15 日， 向阳街道党工委联
合开发区工商分局组织辖区非公经
济组织开展了“向党旗献礼，为企业
添彩”主题演讲活动。 来自辖区各非
公企业的 18 位选手参加比赛， 并分
别获得优秀组织奖、一等奖、二等奖。

此次演讲比赛是向阳街道党工
委紧密结合“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
党建促发展” 的党建工作要求开展
的，旨在不断提高非公经济组织党建
工作管理水平， 以扩大党组织覆盖
面，推进规范化管理为抓手，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成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
的决定、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
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从而进一步提升
辖区非公经济组织员工热爱国家、热
爱党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参加汇演的《不忘初心》《大美三
门峡》《再唱山歌给党听》《向阳花开
心向党》等大家喜闻乐见的节目全部
由辖区居民和驻建单位自编自演，从
而大力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更好、 更全面地宣传了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 汇演现场还对一批在本年
度党建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非公
企业党组织、社区党员活动中心及党
员志愿活动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在观
看演出的辖区共驻共建单位及 800
余名居民中产生了热烈反响。

建立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让基层服务水平“
高”起来
社区志愿服务是社区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志愿者队伍是
构建和谐社区、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
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是有效推
进当前社区各项工作深入开展的现
实需要。
向阳街道党工委积极动员辖区

内党员、团员、教师及离退休人员等
加入志愿者队伍，不断提升社区志愿
者在全体居民的占比数，进一步规范
社区志愿者队伍管理和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组织。 目前，辖区共有政策宣
讲、结对帮扶、文化宣传、社区综合服
务等 14 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 街

道办对社区表现突出的志愿者将颁
发荣誉证书进行表彰，并把提供志愿
服务与社区“爱心超市”工作结合起
来，根据志愿者的服务情况可在“爱
心超市”兑换生活用品，使志愿服务
行为成为“付出、积累、回报”的爱心
储蓄，体现
“
助人自助”的原则。

成立首家
“
爱心超市”，让辖区群众的心“
暖”起来
向阳街道党工委为进一步做好
社区困难群众帮扶救助工作，真正做
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于 8 月 3
日在甘棠社区成立开发区首家“爱心
超市”。 该
“
爱心超市”的建立是以共
建单位为依托， 借助社会大家庭力
量，搭建起长期关爱、扶助弱势群体
的平台，是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扶
贫帮困、互助互济、奉献爱心”的传统
美德与社会风尚，通过组织、鼓励、引

导困难群众、低保户在居委会的安排
下对辖区内“三无”小区进行卫生打
扫、看护巡逻等社区公益活动，视工
作量大小累计积分，在“爱心超市”内
兑换家庭所需的生活必需品，确保困
难居民能通过个人劳动获取等价的
物品援助， 彰显用劳动赢得尊重，让
爱心温暖社区。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

□黄河时报记者 詹江峰 特约撰稿 霍向峰
近日，我市一男子在与朋友饮酒后，开车
去接放学的孩子回家， 刚出学校门口就遇交
警检查，而且被查出醉驾。
9 月 20 日下午 16 时许，正在五原路阳光
小学附近巡逻的铁骑大队民警当场查获一名
涉嫌醉酒驾驶嫌疑人， 并将嫌疑人卫某移交
三门峡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崤山大队进一步
处理。
经初步了解，卫某于 9 月 20 日中午在德
馨苑附近与朋友饮酒后，在酒未醒的情况下，
就驾驶小型轿车沿快速通道至五原路阳光小
学接大女儿放学回家。 卫某被查获时，车上还
有他的妻子和小女儿， 当民警将酒后驾车的
危害向卫某讲述之后，卫某追悔莫及，卫某的
妻子也对自己的
“失察”和
“放纵”充满悔意。
10 月 8 日， 在卫某的酒精检测结果出来
后，体内酒精含量高达 87.72mg/100ml，已经
属于醉酒驾驶， 崤山大队立即对卫某涉嫌危
险驾驶案进行立案侦查， 未来等待他的将是
法律的严惩。

与“
朋友”喝酒后
“朋友”举报其醉驾

开展庆
“
七一”文艺汇演，让党建工作短板“
补”起来
6 月 29 日晚， 向阳街道党工委
在开发区黄河广场举办了“庆祝建党
97 周年群众广场文化活动”。 该活动
的举办，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党员的积
极性与主动性，充分发挥了党员在社
区党建群众文化工作和文明城市创
建暨百城提质工程中的作用，进一步

一男子酒后开车受严惩

础，向阳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党建工
作站、党员活动中心、群众文化活动
中心的‘党建 1+2’模式，助推党建工
作规范化、常态化管理，让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惠民工程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 更好地落户基层与企业，更
加地深入人心”。 向阳街道党工委书
记、办事处主任张君慧如是说。

□黄河时报记者 詹江峰 特约撰稿 霍向峰
9 月 23 日凌晨，接群众举报三门峡市公
安交通警察支队崤山大队再次查获一起醉酒
驾驶，尽管嫌疑人李某百般狡辩，但是通过充
分的证据证明和心理攻势， 李某已经默认自
己的违法行为。
经过初步询问， 民警了解了整个事情的
来龙去脉。原来，举报人陈某某和嫌疑人李某
某有过节。 9 月 22 日傍晚，李某某去虢鑫夜
市找自己的舅舅景某某喝酒， 陈某某看到李
某某来喝酒立马心生一计。 陈某某携带一件
啤酒， 佯装和李某某和好一笑泯恩仇。 喝完
酒，看李某某已经醉不成形，陈某某虽已经有
些醉意，但是还不忘自己心中的
“计划”。
陈某某说服李某某驾车送其回家， 在车
上陈某某一边和李某某聊天吹牛， 一边延长
李某某的行驶线路，先是说要回家，之后又说
要去宏江广场南门附近打麻将。 醉酒的李某
某就这样拉着陈某某在市区转悠， 殊不知这
期间陈某某已经固定证据，伺机准备报“一箭
之仇”。 到了宏江广场附近，陈某某下车就开
始报警。
看到陈某某给自己
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李某某真是追悔莫 及 ，
虽然在民警赶到时还百
般狡辩，但为时已晚，目
前， 三门峡市公安交通
警察支队崤山大队已经
对李某某危险驾驶案立
案侦查， 等待他的将是
法律的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