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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剪影

■工作动态

共话亲情
促团结

学习防震知识

5 月 11 日 ，市 委 老 干
部局、文明供应社区“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月”文艺晚
会在供应社区小广场举
行。当天，市委老干部局、
文明供应社区的工作人员
及居民表演了歌曲、舞蹈、
曲艺等节目。活动在欢声
笑语中增进了大家的感
情，
密切了大家的联系。
本报记者 姚继东 摄

让看不到、摸不着的诚信“可视化”

西月潭推广“玫瑰信用”
本 报 讯（记 者 武 海 丽 通 讯
员 徐艺欣）
“打开这个客户端并
进行注册，就可以方便快捷地了
解自己的信用状况……”5 月 13
日，驻西月潭社区“访惠聚”工作
队队员正在向居民介绍“玫瑰信
用”客户端的使用方法。
据悉，
“ 玫瑰信用”是一款诚
信展示和应用的移动客户端，由
市发改委开发和推广，于 4 月底
正式上线，其结合信用大数据的
互通实时展示了市民、企业、个体
商家的信用状况。诚信市民可根
据自己的诚信积分，前往与该客
户端签约合作的商家进行消费时

都会得到相应的折扣。
“我们社区是全市城市诚信体
系建设试点之一。去年 4 月，
我们
开展了各类诚信体系建设推进工
作。”工作队副队长陈彬说。工作
队和社区“两委”根据诚信体系建
设的要求修订了《居民公约》，
通过
入户宣传、
召开动员会等形式提高
其知晓率，
目前社区里近 94%的居
民已经签字同意遵守《居民公约》，
从点滴做起规范自身的行为。与
此同时，
工作队和社区
“两委”
依据
相关规定在社区开展了失信行为
的集中治理工作，
向失信者提供加
入社区志愿服务活动、
观看电视远

程教育片等获得信用积分补救的
机会，
同时对于支持诚信工作的居
民进行表彰和奖励。
社区的诚信体系建设工作收
到了明显的效果。
“比如，
以前私家
车随意停放的情况并不少见，
现在
却很少了。
”
陈彬说，
这是因为看到
有车辆占用人行横道，
居民会第一
时间反映给关爱联络员，
经核实之
后，
车主便被纳入一次失信行为并
扣除相应积分，
扣分情况将以短信
及入户方式提示车主。当失信影
响生活出行与方便、
让居民的主人
翁荣誉感受损，
渐渐身边的失信行
为也越来越少了。

4 月底，
工作队和社区
“两委”
听说
“玫瑰信用”
客户端上线，
随即
联合市诚信办工作人员在社区开
展宣传推广活动。截至目前，
已有
三百一十余名居民下载了该客户
端。居民曹宜仙感慨地说：
“没想
到日常的热心行动、
协助社区开展
工作还能得到这么多的优惠和奖
励。这款客户端让似乎看不到、
摸
不着的
‘诚信’
有了全新的概念。
”
陈彬说：
“最近我们会继续以在
社区宣传推广
‘玫瑰信用’
客户端为
契机，
向居民宣传诚信体系建设的
知识，
为建立健全我市
‘失信受惩、
守信得益’
的社会氛围而努力。
”

■工作实况

工作队为村民发
“致富鸡”
乌尔禾镇查干草村 53 名村民领到 1060 只鸡苗
本报讯（记者 武海丽 通讯员
刘春芳）
“吐尔尼沙汗大姐，
这是给
您的20只黑羽鸡鸡苗，
您带回去好
好饲养，把小鸡养大了，就又多一
笔收入了……”
“杨阿姨，
一会我开
电动车把鸡苗给您送到家……”
5 月 7 日，在乌尔禾镇查干草
村村民严天琼的养殖场，
工作队正
向全村53名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
黑羽鸡鸡苗，
赶来领取鸡苗的村民
有的骑着三轮车，有的抱着大纸
箱，
大家按顺序领取
“致富鸡”
。工

作队还邀请乌尔禾区农业农村局
的防疫员给这些“致富鸡”统一打
疫苗，保证每只鸡苗能健康成长，
在发放鸡苗的同时，
也细心地叮嘱
着黑羽鸡的具体饲养方法。
去年，村民在自家的小院里
开展种养殖，户平均增收两千元
左右。今年年初，工作队再次提
出要重视小院子的“聚宝盆”作
用 ，想 方 设 法 帮 助 村 民 增 收 致
富。村民严天琼家的黑羽鸡肉质
细嫩、清香干润、味道鲜美，销路

很广。工作队通过多次了解和协
调，决定采购 1060 只 30 天的黑羽
鸡鸡苗发放给村民。
村民吐尔尼沙汗·达毛拉家中
只有她和老伴两个人，
去年在小院
子里开展种养殖让她尝到了甜
头。看着筐子里的小鸡仔，
她高兴
地说：
“这个鸡苗品种好，好养殖，
我一定会精心饲养，
把小鸡苗好好
养大，
用小鸡换
‘大钱’
。今年除了
种时令蔬菜，
我还准备在院子里再
养上300只
‘致富鸡’
……”

领到鸡苗的村民们也个个喜
笑颜开，互相讨论着应该怎么养、
能增加多少收入、怎样通过小鸡
苗拉动庭院经济……村第一书
记、工作队队长张伟说：
“ 这批鸡
苗是以工作队补贴一半的形式购
买的，发放对象主要是村里 60 周
岁以上的老人。后期我们还将邀
请养殖专业人员到村民家中，就
科学养鸡进行现场指导，传授养
殖和疫病防疫方面的技术指导服
务工作，
确保养殖成活率。
”

■排忧解难

工作队从中协调解了难题
本 报 讯（记 者 武 海 丽 通 讯
员 赵梦宇）
“好几年了，下水道终
于不堵塞了。这回大家心里都踏
实了，感谢工作队从中协调，除了
我们的一块‘心病’。”5 月 9 日，园
丁乐园社区居民王存华作为居民
代表，
向工作队致谢。
王存华家住园丁社区 15 栋一
单元。下水道堵塞是该单元长达

数年的
“老毛病”
，
5 户居民因此饱
受其扰，尤其是家住二楼的居民
郭大杰。最近几年，他家下水道
每周都要堵塞两三次，返上来的
污水导致他家异味刺鼻，无法正
常居住。为了疏通下水道，他专
门购买了小型设备，但每次只能
疏通一点点，勉强凑合使用几天，
就又开始堵塞。从去年 11 月开

始，郭大杰家的下水道堵塞情况
越发严重，他多次找疏通下水道
的人员维修，
但效果并不理想。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工作
队和社区“两委”层层上报，
与上级领导沟通协调，并联系
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物业管
理科派人对现场进行了实地勘
察。最终，勘察结果确认了堵

塞位置在一楼地下弯管处。本
月初，相关部门安排施工队伍
挖开地面并更换了管道。
“多亏社区和工作队帮忙，
帮我们疏通了下水道。不然一直
堵着，无法居住，邻里关系也因
此受到了影响。”看到堵塞多年
的下水道终于疏通，居民郭大杰
终于放下心来。

民族团结联谊
本报讯（记者 武海丽 通讯
员 秦晨）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
也不能分割……”5 月 4 日，在吉
祥苑社区广场，辖区各族居民
四百余人欢聚在一起参加“民
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动，大家
齐唱红歌，歌颂祖国、歌颂民族
团结一家亲。
全体居民合唱的 《我爱你
中国》《五星红旗》 拉开了联
谊活动的序幕。随后，来自社
区的模范党员和志愿者们一展
歌喉，带领辖区 6 个责任片区
的居民，以片区为小组，开始
了拉歌比赛。居民牙尔买买
提·阿力木江是领唱之一，他
说 ：“ 红 歌 的 旋 律 在 耳 边 激
荡，唱出了我的心声，我的心
情也十分激动。”
精彩的拉歌比赛，让居民
们过了一把“红歌瘾”，也吸引
其他居民纷纷前来，加入到红
歌演唱中。居民娜孜古丽·比
列西说：
“我平时就喜欢听红
歌、唱红歌，今天和我的结对亲
戚孙继兰一起参加拉歌比赛，
感觉非常开心。”
在拉歌比赛后，趣味运动
赛在居民们的欢呼声中开始
了。工作队队长姜兴丽说：
“此
次民族团结一家亲联谊活动，
把各族居民聚在一起，增进了
团结友谊，加强了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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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道经常堵，家里异味刺鼻无法住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斐） 5
月 2 日，独山子区第十四社区
党支部组织辖区居民及社区
工作人员开展了防震减灾知
识讲座。
讲座中，社区工作人员
以地震成灾因素、应急避险
为重点，介绍了地震成因、
应急避险疏散动作要领及疏
散路线等内容，使居民掌握
了应急逃生、自救互救的基
本方法，提高抵御和应对紧
急突发事件的能力。
讲座结束后，疏散逃生演
练正式开始。随着警哨声响
起，居民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
指引下，弯着腰有序、从容地
从楼上向下撤离，3 分钟左右
全体居民按照预定的疏散路线
跑向指定的避难场所。
来自众鑫花园的居民周
倩说：“感谢社区组织的防震
减灾疏散逃生演练，让我掌
握了应急避险的技能，提高
了自救互救的能力，增强了
应变突发事件的能力。我会
给我的家人分享今天学到的
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掌
握逃生知识。”

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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