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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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啊！”家住嘉英大厦的居民
王阿姨惊喜地说。她口中说的
就是小区的在职党员小吴。7
“你到小区报到了吗？” 月 21日晚，小学社区党委组
“你参加党员志愿服务认领 织志愿者入户宣传垃圾分类
居住本小区的小吴通过
服务项目了吗？”在厦门正火 工作，
热开展“深化双报到，为民解 “双报到”认领了垃圾分类先
难题”的活动中，鹭江街道小 锋岗，
参与到入户宣传中。
学社区党委通过“1+2+4”工
社区以“大党委”为核心
作法，即“一 ”个 核 心 引 领 ， 引领，
依托网格摸清辖内单位
“二”项机制保障，
“四”有建 党组织，
把他们纳入社区大党
设开展，盘活了社区资源，让 委中，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提
在职党员“回家”，打造区域 升服务水平和工作合力，形成
化党建新格局。
网格化共建共管的区域化党
建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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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月份社区党委启动
“我都不知道你是党员， “双报到”工作以来，在这个
原来指导垃圾分类，你还是行 暑假，
鹭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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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营业员”的体验活动。厦门
市天虹商场党支部书记高玉
华说：
“我们鼓励小营业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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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书换商品，自我营销、设置
社区党委建立大党委联 店招等，
所收集旧书全部捐赠
席会议和服务资源共享联建两 做公益。”
项机制，
通过社区党委主导、
多
据了解，该支部积极与社
元参与、
共建共治思路，
整合共 区党委保持联系，多次进社区
享辖区各企事业单位、群团组 开展便民活动，并在今年开展
织的各类资源，
社区党委牵头， 了彩妆培训课程、
“厨王争霸
志愿服务站为阵地，整合驻社 赛”等。
区单位的专业人才资源，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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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融入社区为居民提供
专业服务。
“四” 有即 “有活动”
这个暑假，社区大党委共 “有承诺”“有阵地”“有特
建单位厦门市天虹商场有限 色”。社区党委书记肖毅蓉介
公司大西洋商场的在职党员 绍，社区结合各项工作，发动
为小朋友精心策划了一场“小 辖内单位党组织和在职党员，

中心的在职党员发挥特长，带
来生动的应急救护课。

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净
走”行动、关怀慰问困难家庭
等活动。社区共梳理了 12个
项目需求，供单位与在职党员
认领，目前共有 24个单位党
组织签订协议，
332名在职党
员认领了项目。
此外，以小学社区书院和
各小区党群之家为阵地，社区
已开展包括单位来社区上党
课、
夏令营等活动。社区党委
依托辖内单位的专业知识，打
造“一单位一课堂”的共建学
堂，整合单位内的专业人才，
为社区居民授课，扩大居民的
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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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厦门的温度
有
突破了 40℃。在大街小巷，
不少像环卫工人这样的户外
劳动者，他们顶着酷暑，为厦
门的城市建设贡献力量。鹭
江街道一直惦记着烈日下工
作的户外劳动者，早在 2016
年就在辖内文灶药店 （故宫
分店）、湖滨西路金拱门等试
点设置免费凉茶和饮水点，
为他们免费提供凉茶和饮用
水等服务。
日前，记者来到故宫路
92-104号 文灶 药 店 故 宫 分
店凉茶点。据悉，
该点位是该
药店与禾祥西社区党委经沟
通后设立的，已有三年时间。
一进药店，记者看到最醒目
的位置摆放熬好的凉茶和一
次性杯子。
“我们按照公司董
事长的意愿，做爱心服务，回
馈大众，一直为环卫工人提
供免费凉茶。”文灶药店故宫
路店店长郭秀红介绍，今年
开始，他们把服务对象扩大
到了所有人，包括市民和游
客。
负责美仁路段环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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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珍梅，已在思明区环卫
工作了 5年。从凌晨 4点到
11点半，她每天 7个半小时
的工作都是在路面上。郑珍
梅经常到文灶药店故宫分店
接水喝。
“店里的人对我很热
情，有时候在店里喝水、歇歇
脚，虽然天气很热，但心是暖
的，感觉商家传递给我们一
种正能量。”郑珍梅说。
去年 8月 3日，中国建
设银行厦门分行营业部开设
了“劳动者港湾”，是厦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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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网点中第一个为环卫工
人、交警、出租车司机、快递
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
休息、
充电等便利服务的。
记者看到，
“劳动者港
湾”配备了专区休息桌椅、矿
泉水、多头充电器、免洗洗手
液、
单列杂志架、
便民箱、
老花
镜等设备设施。“平时来这休
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夏季来
饮水的人比较多，
一天大概有
50人次。”厦门建行营业部
副总经理吴鹭玲介绍。

6789:
1.
故宫路92-104号文灶
药店 （故宫分店）；服务对
象：市民游客；时间：
8：
30-22：
00。
2
.故宫路116-16号文灶
药店（金成大厦）；
服务对象：
市民游客；
时间：
7
：
30-22
：
30。
;<=9:
厦门建行营业部劳动者
港湾服务，
鹭江道98号（建行
营业部）建行大厦一楼；服务
对象：户外劳动者；时间：每
天9：
00-17：
00。
>69:
1.
湖滨西路10-105金拱
门，
湖滨西路10-106肯德基；
服务对象：市民游客；时间：
营业时间内。
2.角滨路18-17号优草
堂；服务对象：市民；服务内
容：提供凉茶、藿香正气水等
防暑降温用品；时间：
9：
30-17：
00。
?@9:
禾祥西二路66-101
（厦
门银行五一支行）；服务对
象：环卫工人、老年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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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看报纸、经济类杂志、
休息、喝水等；时间：周一至
周六9：
00-17：
00。
AB9:
1
.厦禾路270号山国饮艺
茶叶店，
营业时间内提供茶水。
2.大同路94-96号德丰
堂大同分店，营业时间内提
供凉茶。
CDE9:
1
.
故宫路88号，厦门银行
思明支行；服务对象：环卫工
人、
老年人；
服务内容：
提供冰、
常温矿泉水、免洗洗手液；
时
间：
周一至周六9
：
00-17
：
00
。
2.故宫路69-2号108店
面，中国民生银行厦门思明
支行；服务对象：环卫工人；
服务内容：提供凉水、常温白
开水；时间：周一到周六9：
00-17：
00。
FG9:
1.
厦禾巷1号鹭江街道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照料中心。
2.
厦禾路168号百草园凉
茶店；服务对象：环卫工人；
服务内容：送凉茶；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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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