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审核：董 斌 洪亚军 组稿统筹：诸 挺 严佳颖 杨霞尔 吴雪艳 阮松泉 责任编辑 ：陈福良 电话： 62728092 62156614 每 月 12 日 、 28 日 出 版

WEIXINGCHENG DAOKAN

卫星城导刊 2020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一

5
YUYAO RIBAO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9月
16日，泗门镇召开“双城”创建
推进会。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肖鹤
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镇党委副书记
董斌主持会议，镇党委委员洪亚军
部署具体工作。

会议开始前，与会人员一同观
看前阶段文明创建检查照片，随后
农贸市场、市综合执法局泗门分
局、东大街社区、谢家路村等单位
代表作了表态发言，简要阐述目前
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工作计
划。会上，洪亚军结合前阶段检查
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并对环境整
治、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文明
创建氛围营造及组织开展志愿者活
动等方面，指出了目前存在的薄弱
环节并提出相关要求，深化巩固文
明创建成果。

董斌在主持会议时表示，此次
会议是为了对标找差距，坚持问题
导向，依据阶段检查情况及时整改
自身薄弱环节。同时聚焦聚力抓落

实，坚持效果导向，针对“双城”
创建部署，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实创
建工作。

肖鹤峰在会上要求，争创全国
文明城市、全国文明村镇，要提高
认识，统一思想，充分领会争创工
作的紧迫性；要统筹资源，查漏补
缺，全力加强各方联动协作；要抓
住关键，发动群众，努力浓厚社会
共创氛围；要夯实责任，凸显成
效，切实建立巩固成果长效机制。
争创全国文明镇“六连冠”意义重
大、任务艰巨，大家要以更加昂扬
的斗志、饱满的热情和实干的精
神，切实按照创建目标、重点任务
和组织实施步骤，全力以赴打赢全
国文明镇“六连冠”这场攻坚战，
高质量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前湾精品
小城。

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镇
社务办、市政中心、镇环卫站、镇
宣传线、城管、交警中队、市场等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泗门镇召开“双城”创建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金柯）9月
18日上午，泗门镇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警示教育大会。市委常委、镇
党委书记黄琪出席会议并讲话，镇
党委副书记董斌主持会议，镇党委
委员、纪委书记赵钧鑫通报我市查
处的违纪违法典型案例。镇人大主
席姚惠平、镇党委副书记马林锋等
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出席会员；机关
中层以上干部、各村（社区）党组
织书记参加会议。

黄琪在会上表示，要牢记忠
诚，始终把对党忠诚体现在对标对
表、表里如一和党性修养上，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
政治上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
要牢记廉洁自律，始终保持抵御腐
蚀和诱惑的定力，始终保持面对权
力和法纪的敬畏，答好廉洁自律这
道必答题；要牢记自检自省，千万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和抵触心理，时
时事事自重自警自省，筑牢思想防
线、坚守言行底线，坚决不逾党纪
国法红线，始终做到一身正气、十
分过硬；要牢记使命责任，进一步
压实主体责任、管牢干部队伍、营
造清廉氛围，积极主动作为，为进
一步巩固发展泗门良好政治生态，
扛起更大责任担当。

黄琪在会上要求，广大党员干
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
讲话精神，主动对标上级的一系列
决策部署，切实把管好自己、带好
队伍上升到践行“两个维护”的政
治高度，坚守清廉之本、弘扬清风
正气，共同营造清朗健康的政治生
态，为走在争当浙江建设“重要窗
口”模范生的排头兵前列，聚力打
造山清水秀的清廉泗门提供坚强纪
律保证。

泗门镇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警示教育大会

本报讯（记者 黄庐锦）9月
22日，泗门镇党委理论中心组举
行学习交流会（党委扩大会议）。
市委常委、镇党委书记黄琪主持会
议并讲话。

会上，各位现职领导交流发
言，结合泗门镇今后五年的工作思
路和发展举措，结合走在浙江建设

“重要窗口”模范生的排头兵前列
的行动计划、省委书记袁家军在省
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精神、十四五规划编制等内容，围
绕泗门镇发展的优势、现存问题有
哪些、发展方向在哪里、如何发展

等问题开展深度讨论，集中智慧，
形成共识，凝聚合力。

大家表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十四五规
划的谋局之年，泗门镇正面临着发
展转型的关键期，要对标“重要窗
口”标准和要求，牢固树立“窗口意
识”，切实强化“窗口担当”，以全面
落实省委、市委基层党建重点工作
为有效抓手，以问题为导向，与经济
发展、社会治理等重点工作相结合。

泗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肖鹤
峰在交流中表示，要抓准泗门镇建
设的目标，结合自身优势，把短板

变为创新发展的重点，着力推进两
个新平台的构建和两个旧平台的提
升。

黄琪在讲话时表示，在泗门镇
发展的关键时期，着力把泗门镇打
造成前湾精品小城和全国美丽城镇
样板镇，就要牢固树立创新意识，
在统筹中谋创新；始终坚持打造特
色产业链，推进高质量发展；强化
数字泗门建设，紧密结合线下工作；
坚持问题导向，找差距、找短板，明
确建设目标；坚持小城镇培育计
划，着力提高人均GDP；坚持人
才引进，完善落实人才政策；深化

民生政策，提高医疗、教育水平和
覆盖面，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会前，与会人员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的讲
话。各位与会人员表示，要坚持实
事求是、深入群众，要沉下身子、
深入一线，多倾听基层心声，多研
究现实问题，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
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建言献策，切
实吸收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
意见、基层经验，问计于民才能造
福于民。

泗门镇领导班子成员、镇各办
线负责人参加会议。

泗门镇党委理论中心组
举行学习交流会
谋划今后五年工作思路和发展举措

■本报记者 黄庐锦

9月 22日上午，绵绵秋雨笼
罩着成之庄，雨中的古建筑在秋雨

中显露出墨色的韵味。院子中，摆
放着一张长桌，长达七八米的横轴
摊放其上，一旁笔墨纸砚齐备。屋
内，一幅幅书法挂轴挂满了三个房

间，书法家们仔细地观赏，不时讨
论几句。

当天，泗门镇、北仑区大碶街
道、镇海区庄市街道三地书法联展

在成之庄举行开幕式，本次展览将
持续至10月底。泗门镇党委委员
洪亚军出席开幕式，简要介绍了泗
门镇书画协会概况，并对北仑区大
碶街道、镇海区庄市街道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

开幕式上，泗门镇文化站向
大碶街道、庄市街道的两位文化
站站长赠书。各位前来参加开幕
式的人员一起合影留念后，在浙江
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余姚市书法
家协会主席吕亮的宣布声中，三
地书法联展活动正式开始。

各位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纷纷
在准备好的卷轴上挥毫泼墨，留下
了自己的墨宝和印章。一旁的观看
者看到妙处，忍不住拍手称赞。隶
书、草书、行书，各类字体百花齐
放，长长的卷轴上写满了“见贤思
齐”“文化名邦”等赞美泗门镇的
话语。留下墨宝和印章后，大家纷
纷散开，有些人围在未干的卷轴
旁，细细琢磨其中的韵味；有些人
则走进展览室中，沉醉在三地书法
名家的作品中，体会“文墨润笔娱
其内，化愚消遣乐其间”的宁心养
神。

最后，三地书法家举行了座谈
会，讨论书法创作的心得体会，以
及三地书法活动合作事宜。在绵绵
秋雨中，开幕式落下了帷幕，留下
淡淡的墨香萦绕在成之庄。

图为书法联展创作现场。
记者 黄庐锦摄

泗门镇举办三地书法联展

志愿者参与环境整治
近日，泗门镇东大街社区党总支连续五天组织党员、环境卫生实干小

分队、居民小组长等志愿者，对辖区部分居住小区房前屋后、隔离带绿化
带以及楼道杂物、生活垃圾等进行了整治清理。

与此同时，志愿者们还耐心做好居民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提高公德
意识，主动做好卫生保洁。 通讯员 胡晓鸣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佳勇）近
日，泗门镇便民服务中心召开工作
推进会，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
及社保协管员参加会议。会上，镇
党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徐志军就全
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向村级
延伸工作作具体部署。

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群众立
场和视角，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服
务群众为根本，以“镇村呼应”为
导向，上下联动，协同推进“最多
跑一次”改革向村级延伸工作，形
成市、镇村（社区）协同改革联动

机制，大力鼓励各村（社区）结合
工作实际，积极创新、提炼工作经
验和亮点。要积极发挥镇级平台枢
纽作用，整合资源，建设村 （社
区）服务平台，因地制宜开展“示
范型”和“标准型”村级便民平台
建设，建立健全配套办事制度，落
实好窗口人员选配工作，全面梳理
公开服务事项，做到事项“应进必
进”，按照“一窗受理、一人通办、一
岗多能”的要求，建立健全配套办事
制度，到年底，把村级便民服务平
台体系建设成为地方标准。

“最多跑一次”改革
向村级全面延伸

本报讯（通讯员 俞炜英）9
月24日，泗门镇35名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职工参加了宁波市总工会组
织的体检休养活动，此举标志着主
题为“情系职工温暖万家”的一线
优秀职工体检休养活动全面启动。

据了解，此次体检休养活动以

建有工会组织的各机关企事业单位
中持有“51 服务卡”的优秀职
工，以及从事脏、苦、累、险工种
的35名一线职工为主要对象，体
检休养目的地在宁波市工人疗养
院，主要内容有健康体检、知识讲
座、参观学习和休闲观光等，时间

为2天。
与此同时，宁波市第一人民医

院体检中心医生和宁波市总工会职
工流动体检车将于国庆节前夕来到
宁波佳圆窗饰有限公司，为泗门镇
已建工会组织的企事业单位中近两
年未曾体检的136名一线职工，特

别是从事公共服务行业、有毒有害
及脏、苦、累、险工种的一线职工
进行抽血、心电图、B超等各项检
查。

前期，泗门镇总工会还组织
1000 余名女职工接受免费“两
癌”筛查，进一步提高全镇女职工
健康知识水平和自我健康保护意
识。针对体检情况，该镇总工会联
合市第四人民医院根据检查结果，
建立女职工健康电子档案，对筛查
中发现的异常情况进行科学管理。

泗门镇总工会开展情系职工温暖万家活动

■本报记者 黄庐锦

雨后难得的好天气，阳光透过
窗户洒在舞台上。来自余姚市阳光
义工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换上演出
服，以阳光般的灿烂心情，为台下
观众表演准备已久的节目。

9月25日上午，“残健共融”
文艺联欢活动在泗门镇谢家路村
举行。本次活动由泗门镇残疾人联
合会主办，余姚市恒青农场、余姚
市阳光义工服务中心协办，全镇各
村（社区）工作人员及残疾人代表
参加，余姚市阳光义工服务中心的
志愿者负责后勤保障工作。

在文艺联欢活动开始前，主办
方还邀请了浙江省农学理事会的高
级农艺师孟秋峰为大家传授蔬菜培
育、种植技巧……

随着主持人愉快的播报声响
起，文艺联欢活动开始了。在歌曲
《今天是你的生日》 的欢快伴奏

下，台上表演者抖开大扇子，用扇
子拼凑出朵朵盛放的花朵，让台下
观众看得入迷。开场舞过后，越
剧、姚剧、太极功夫扇、独唱、莲
花落等精彩节目依次上演，观众们
一一报以热烈的掌声。身着白色和

粉色古装的陆菊芬正在后台候场，
下一个节目就是她们排练了一个多
月的古典舞。陆菊芬告诉记者，今
天的表演者大多是阳光义工的志愿
者，大家都是挤出宝贵的空闲时间
才排练的节目：“能为大家表演我

们都很开心！演出服也是我们自己
做的，就想尽善尽美地为大家带来
精彩节目。”

周梁梁和搭档一起上台表演诗
朗诵，他用热情饱满的声音朗诵赞
美祖国的诗句。结束后，周梁梁告
诉记者，他非常热爱文学，并且很
想把这份快乐分享给其他人：“生
病的时候，是家人和文学支撑我走
下去。现在我身体好很多了，更能
细致地体会文学的魅力。”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活动
逐渐进入尾声。在《歌唱祖国》的
伴奏音乐声中，来自宁波超煜电器
公司残疾人之家的残疾人朋友穿着
草绿色的队服，手举鲜艳的国旗，
为大家合唱这一首歌曲。台下的观
众也情不自禁地随着音乐唱起来。
活动在高昂热烈的歌声中落下帷
幕。图为宁波超煜电器公司残疾人
之家的残疾人朋友在合唱《歌唱祖
国》。 记者 陈则宏摄

泗门镇残联举办“残健共融”文艺联欢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