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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山街道让《民法典》在基层“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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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全街党员干部遵纪守法，
切实增强自律意识，南京江北新区泰
山街道依托“三个平台”营造廉政建
设良好氛围。

巩固“传统宣教”平台，扩大廉政
“覆盖力”。在辖区设立廉政文化宣传
专栏，组织演出、举办书画展、开展知识
竞赛等，并通过辖区内各小区LED电
子屏定期滚动播放廉政文化宣传标
语，充分利用现有的传统平台，扩大廉
政宣传的覆盖力，努力营造以廉为荣、

以贪为耻的良好氛围。
抢占“潮流网络”平台，增强廉政

“传播力”。紧跟时代潮流，以居民喜
闻乐见的新方式宣传廉政文化。利
用QQ群、微信公众号等，定期宣传
党风廉政内容，增强廉政宣传传播
力，做到每期一个关键词、每次一项
条款，结合专家解读，对党风廉政建
设的特色做法、工作成效进行宣传，
让居民足不出户学习廉政知识，营造
良好的潮流网络学习氛围。

依托“文化新阵地”平台，提升廉
政“互动力”。依托辖区内的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设立专门的廉政文化图
书角，向党员群众提供廉政文化类、
反腐倡廉类、党纪条规类相关书籍；
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让网格员化身
为廉政宣传员，通过平时的入户走访
与居民互动，向群众宣传和推广廉政
文化的同时了解民情民需，凝聚民
心，净化风气。 通讯员 陈姝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泰山街道营造廉政建设良好氛围

为科学应对2020年秋冬季
可能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快速有效
处置散发或聚集性疫情，进一步巩固
疫情向好态势，桥林街道按照常态化
防控要求，结合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
高发的季节特点，多举措落实秋冬季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制定防控方案，加强自查。及
时制定《桥林街道秋冬季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第一时间将
相关工作要求传达到各村（社区）、
指挥部各职能组，要求各相关单位
对照方案做好秋冬季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自查工作。

加强农贸市场管理。街道疫
情防控指挥部市场专项组对辖区
农贸市场进行全面检查，并配合区
防疫部门对重点产品、重点环境开

展抽样检测。严格落实入口测温、
查验“苏康码”、戴口罩等常态化防
控措施，保持市场内部通风换气并
做好每日清洁消杀工作等。

加强餐饮场所管理。辖区内所
有餐饮单位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
进行管理，加大对健康知识、个人防
护措施的宣传力度，各经营户健康
证公示上墙，工作人员戴口罩、每日
测温，全面宣传实行公勺公筷制。

加强监督检查。街道疫情防
控指挥部定期组织人员督查辖区
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落
实情况，及时查找工作薄弱环节、
及时督促整改到位，推动疫情防控
工作精准有效落实，切实保障辖区
居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桥林街道落实秋冬季疫情防控

推进城市安全发展，强化“安全
生产，人人参与”的责任意识，南京市
浦口区国资集团“四个动作”齐发力，
保障管辖区域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助
力城市安全发展。

“完善”组织领导明责任。制定
《浦口国资集团关于示范城市创建工
作实施方案》，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属
地管理职责将集团管辖区域分为工
程、资产、子公司3大类，设立11个
责任片区，并明确片区责任人；成立
以集团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领导为
副组长、各片区责任人为主要成员的
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强化责任归属，
确保责任逐级落实到位。

“建立”长效机制强管理。进一步

完善项目安全管理、食品安全管理、资
产安全管理等相关安全生产制度，部署
各责任片区全面规范安全教育培训、隐
患排查治理、现场安全管理等工作；积
极实行全员、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的
“四全”综合治理模式，逐步建立长效管
理机制，确保各片区行动高效、措施到
位，不断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开展”巡查整改保落实。各责任
片区根据“细致排查、精准落实、狠抓
整改”和“四不放过”原则（即事故原
因未查清不放过，责任人员未处理不
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有关
人员未受到教育不放过）总体要求，
积极组织开展自查自纠；根据安全生
产工作任务清单和集团“问题销项制

度”，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和安全违
规行为即查即改，确保不留隐患。

“强化”宣传教育提意识。各责
任片区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标语等方
式广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营造“人人
为安全，人人保安全”的安全氛围；以保
障集团各责任片区安全生产、落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为内容，利用抖音、快手
等新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生产
大比武”，提高安全生产工作参与度；
通过组织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和实操演练等
活动，不断增强一线人员安全生产意
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面筑牢安全防
线，确保集团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浦口国资集团助力城市安全发展

为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政
务服务效能，江浦街道“三聚焦”助
推“放管服”改革加速度。

通过聚焦工作热点，抓好代办服
务。以全街综合网格为基本服务单
位，引进网格事务准入机制，通过专职
网格员、全科社工的密切配合，将居民
自己“跑腿办”转为专业服务队伍的
“代您办”，打造“三分钟生活圈”。

通过聚焦工作难点，抓好“互
联网+政务服务”。加强与街道有
关部门的联动，共享信息资源。同

时，完善网上服务功能，推广“在线
咨询、网上申请、快递送达”的办理
模式，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通过聚焦工作要点，抓好“24小
时”自助服务。在便民服务中心大厅
设置综合咨询、自助服务等功能区，
为办事群众提供多样便捷的办事渠
道。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让
居民随时都能办理自助业务，提升全
科服务品质，为群众提供更接地气、
更暖民心、更贴民意的政务服务。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江浦街道助推“放管服”改革

近日，南京六合城管大队针对共
享单车乱占道堵塞城市道路等问题，
创建了单车管理微信联络群，便捷高
效地督促单车企业开展清理行动。

“小区门口这边经常乱堆放、乱停
放几十辆共享单车，有的还停放在快车
道上，影响机动车通行，带来安全隐患。”
大队第三网格执法队员在雄州街道长
江西路沿线巡查，发现有些居民为了自
己方便，长期将共享单车随意丢弃在主
干道或公交站台沿线，加之共享单车公
司在此停放了大量无人使用的共享单
车，严重影响周边市民的出行安全。

“长江西路沿线长期存在共享单
车乱停放、乱堆放等违规现象，请你

们尽快清理。”城管执法人员拿起手
机在微信群里呼叫，5分钟后，该共
享单车公司的工作人员抵达现场。
在城管队员的指引下，迅速将现场乱
停乱放的共享单车搬至运输车上，并
接受了城管执法队员开具的法律文
书。同时，城管执法队员也要求该共
享单车企业工作人员及时在易出现
乱停放的区域、路段贴出宣传告示，
为了公共安全和市容秩序，要求市民
规范使用和规范停放共享单车。

据六合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更高效
地对共享单车出现的各类停放问题
进行整改和清理，城管部门联合交警

部门和共享单车企业建立了六合区
共享单车管理微信互动群。针对巡
查发现、市民投诉的共享单车相关问
题，涉及的共享单车企业必须第一时
间应答、整改并回复照片。

此外，六合区城管部门负责人还
告诉记者，为了方便市民规范停放共
享单车，在此次整治行动中，他们在
对辖区住宅小区等地段情况进行摸
排后，施划了近30处共享单车规范
停放区，并且督促物业公司对小区周
边的共享单车引导进入指定的共享
单车停放区集中停放。

通讯员 林超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六合城管提升共享单车管理效能

南京浦口生态环境局坚持精
准治污，强化攻坚举措，突出攻坚
重点，联动各街道（园区）冲刺“百
日攻坚”，以“冲过去”的姿态，发起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最后冲刺。

该局对辖区内重点VOCs排
放及危废固废管控措施落实情况
进行现场督促，检查VOCs的污
染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的同时，参照
危废固废规范化管理指标相关要
求，检查各企业落实情况，排查危
废贮存、转移、处置等情况，督促各
企业做好日常记录。

按照“八达标、两承诺、一公示”
要求，该局联动各街道（园区）每日

对辖区重点管控范围内工地进行检
查，要求现场负责人延长雾炮作业
时间，加强裸土、建筑垃圾覆盖，同
时开启塔吊喷淋，确保扬尘管控措
施有效落实，对存在问题的工地及
时约谈负责人，要求立查立改。

浦口生态环境局要求各街道（园
区）对辖区内投诉较多、油烟扰民问
题严重地段的油烟排放、餐厨垃圾清
运进行专项检查，督促油烟净化器清
洗不到位、在线监控离线的餐饮店尽
快整改到位，并就餐饮环境综合整
治相关规定进行了宣传，督促各餐
饮店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

浦口生态环境局冲刺“百日攻坚”

伴随着《民法典》的即将实施，江北
新区顶山街道用好多种形式开展普法
宣传，让这部“社会百科全书”真正走进
基层、用在基层，掀起全民学习《民法
典》的热潮，全面提升全街法治水平。

加强宣传，拓宽“普法渠道”

顶山街道利用文化阵地资源，启
动全街范围内的普法宣传活动，“线
上+线下”双管齐下，营造浓厚学习
氛围。线上，街道通过微信公众号、
社区“法润民生”居民微信群等形式，
宣传《民法典》知识，解答问题疑惑，
利用网络实现全时段法律宣教。

线下，街道发动社区调解员、普法
志愿者等力量，在社区重点场所、路段
张贴宣传海报，入户发放宣传册，让《民
法典》走进千家万户，同时开展“地摊
式”普法，将普法宣传融入各项活动，搭

起“宣传台”，摆上《民法典》套餐，开展
《民法典》知识宣传。街道还在“党建书
屋”、便民服务大厅等处摆放《民法典》
相关宣传手册，供居民阅读。

细分领域，开展“靶向普法”

街道开启“全员学法”模式，成立
“12348”法律服务队，开展“万人学
法”、线下法律咨询等形式丰富、内容多
样的宣传活动。针对党员干部，坚持党
建引领，将《民法典》学习与党员学习、
干部提升相结合，通过专题讲座和个人
学习推动法典落地；针对青少年，街道
结合青少年法治夏令营、少年法学院等
活动，让《民法典》走进校园，从小抓起，
根植法治观念；针对企事业单位，街道
成立《民法典》讲师团，免费提供《民
法典》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项目。

法律顾问精心组织，专题讲座遍

地开花。今年，街道还组织10名法
律顾问分别到各驻点社区开展《民法
典》专题讲座。结合实际案例，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解释《民法典》
如何保护自我合法权益。7-10月
间，法律顾问开展《民法典》专题讲座
共计12场次，实现讲座全覆盖。

凝聚合力，延伸“普法触角”

街道将《民法典》嵌入日常工作，
在街道专职调解员的培训中，通过以
案释法、个案指导等方式推动调解员
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
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和
水平；在退役军人服务上，街道为他
们开展专项培训，就《民法典》中的权
益保护进行充分讲解，为他们的就业
提供法律支撑。 通讯员 倪颖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青少年参与《民法典》学习。 街道供图

我们都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