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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宁小区龙宫排档门口有一下水道
堵塞，污水溢出，影响周边居民的日常生
活，麻烦及时处理。”3月1日，外卖骑手徐
小杰在送餐路上发现一处安全隐患，便在

“东昇数智家园智慧平台”发出相关信息
和定位。

很快，社区工作人员就来到现场查看
情况，并联系城管、水投、住建等单位仔细
勘察周边地下管网。次日，在多家单位的
通力合作下，龙宫排档门口的下水道清理
疏通完毕，解决了居民的又一“烦心事”。

外卖骑手变身移动网格员，随手“打
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这样的例
子在霞浦县松港街道东昇社区屡见不鲜。

“随着快递物流、外卖配送等新兴业
态蓬勃发展，辖区内有关从业人员日渐增
多。其中，外卖骑手经常穿行在社区里，
最容易发现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如
何让他们在完成自身工作的同时，为基层
治理贡献‘新’力量？为此，我们进行了有
益尝试。”东昇社区大党委书记、党总支第
一书记陈培仙介绍，为充实网格力量，东

昇社区在积极发动社区班子、在职党员、
小区群众、物业员工担任网格员的基础
上，联合美团、饿了么 2 家外卖公司，吸纳
30名外卖骑手作为移动网格员，鼓励他们
以“随手拍”方式，即时反馈小区安全通道
堵塞、背街小巷牛皮癣、井盖破损、外墙脱
落等隐患问题。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
及时跟进处理，不仅实现了居民需求与社
区服务“无缝对接”，也让“网格化+”15 分
钟社区服务圈逐渐成为现实。

民生无小事、冷暖在人心，以民为本，
方能绘就幸福底色。让外卖骑手参与基
层治理仅是东昇社区多措并举探索“近
邻”模式的一道缩影。

据了解，东昇社区地处霞浦县新城区，
现有居住人口 7300 多户 2.6 万余人，外来
人口多、流动性强、人员构成复杂、管理难
度大。近年来，东昇社区传承弘扬“远亲不
如近邻”理念，深入探索“335”工作模式，积
极创新“五民五心”工程，将“近邻”模式运
用在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工作中，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主心骨”。近
年，东昇社区聚焦主责主业，在党建引领
上下实功，通过创办“红色驿站”、近邻党
建中心、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等，逐步健
全组织体系。深化共建模式，联合社区

“大党委”成员单位和东昇·“同心”党建联
盟单位，围绕政策宣传、法律援助、文化教
育、治安调解等服务内容，在小区开展“消
防演练”“健康义诊”“早教进小区”“插花
培训”等活动72场次。

聚焦网格建设，让基层治理更有温
度。东昇社区不断完善“东昇数治家园智
慧平台”建设，进一步整合社区党建、社会
治理等内容，将疫情防控、综治平安等工
作“多网合并”，在全域划分 7 个大网格、
26 个小网格，明确责任、分工合作，形成

“点面结合、上下联动、层层落实”的良好
工作局面。

“将优秀外卖骑手纳入社区网格员队
伍也是强化网格建设的一环。”东昇社区党
总支书记霍非颖说，除进行网格建设外，东
昇社区还聚焦民生短板，在服务群众上出

实招。该社区以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活动
室为平台，开设党建计生、社会保障、综治
民政等“一站式”窗口，推行“错时工作制”
延时服务和办事预约登记制，为因特殊情
况无法在规定工作时间内到场办理事项的
服务对象，提供 8 小时之外预约服务。窗
口前移，服务前移，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
后100米”，赢得居民们的连连点赞。

不仅如此，近年，东昇社区升级东昇枫
桥警务室，成立“近邻评理室”，设立信访评
理库，努力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萌芽状
态；推动万豪商业广场、百丽花园、金山小
区等老旧小区改造；以“东昇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为阵地，积极对接松港卫生服务中
心，组建志愿者队伍，为辖区内老人提供定
时上门体检、康复治疗、接种疫苗等服务。

如今，步入东昇社区，崭新平整的小
区道路，美观大方的文化墙，人来人往的
红色驿站，扎实有效的便民举措……“近
邻”模式托起了群众“稳稳的幸福”，一幅
美好的民生画卷正徐徐展开。

□ 本报记者 陈映红

本报讯（记者 朱灵塬 通讯员 陆文婷） 为维护
绿色校园环境，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安全防线，3月
9 日，柘荣县宅中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志愿者联合
司法所走进宅中中心校，开展“扫黄打非”进校园宣
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课堂讲解的方式向师生
们详细介绍了“扫黄打非”的意义以及“黄”和“非”
的危害，讲解如何鉴别非法出版物，增强学生对盗
版、非法出版物危害的认识。同时，引导学生们远
离不良印刷品或影像制品，做到学法懂法，文明上
网、安全上网。

下一步，宅中乡将持续按照“扫黄打非”总体要
求，常态化开展“绿书签”行动、法治教育课等活动，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法守法、文明阅读、健康上网，
持续推进基层文化建设，共同营造安全、健康、文明
的文化氛围。

本报讯（记者 张文奎） 3 月 10 日，记
者从 2023 年宁德宁古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会议上获悉，今年该项目将力争完成投资
25 亿元，并计划于 2024 年 12 月底实现宁
德西收费站至大甲互通通车试运行，2025
年底实现全线通车。

要致富，先修路。古田是目前全市唯
一一个未与中心城区通高速的县份。宁
古高速的建设，对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

推进沿线乡镇发展、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
意义。为此，项目建设伊始，就将助力乡
村振兴作为项目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并
通过党建引领，将乡村振兴工作贯穿于项
目建设的前中后全过程。

宁古 A1 项目工地全面采用福建省
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提出的工地党
建“6432”工作模式，积极融入地方社
会发展与治理体系，在抢险救灾、文明

施工、生态保护、扶贫济困、助老助学、
联防联治等方面主动作为。2020 年至
今，就近采购农户特别是脱贫户种植
的农副产品已达 96 万元，并硬化施工
便道 4 条、长度 7 公里，助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新的一年，宁古高速将充分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围绕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各参
建单位不断创新载体融入，拓展丰富“工

地党建”内涵和外延，创建“工地党建+乡
村振兴”特色品牌，努力当好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排头兵”，紧紧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总要
求，积极探索创新“工地党建+乡村振兴”
建设模式和依托载体，构建“党建引领、产
业链接、路地协同、融合发展”的党建工作
新格局。

本报讯（黄钦鑫 张艳） 3月8日，霞浦县牙城镇
河长办、妇联组织巾帼志愿者到杨家溪开展“助力
河长制，巾帼守护童年河”活动。

活动中，巾帼志愿者们沿着杨家溪畔对两岸垃
圾进行全面清理。之后，“霞小宣”理论宣讲队员以

“爱河护河 共同守护童年河”为主题开展宣讲，引导
广大妇女参与到美丽河湖保护中来。

此次活动进一步弘扬了巾帼志愿者的服务精
神，充分发挥妇联组织的凝聚力，引导广大妇女成
为爱河护河的主角，营造了人人爱河护河的良好社
会氛围。

本报讯（记者 陈容 通讯员 陈尧） 3月8日，蕉
城区虎贝镇组织开展庆“三八”暨“巾帼心向党·奋
进新征程”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镇、村女性干部的
精神文化生活。

当天活动包括花艺沙龙和趣味运动会。在花艺
沙龙中，妇女同志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用灵巧的双
手，将多种花材有层次地搭配组合，制作出一束束象
征着祝福与美好的花艺作品。紧接着，趣味运动会也
在欢声笑语中展开。妇女同志们参与踩气球、抢凳子
等活动，充分释放活力和青春。

本次活动让镇、村妇女同志们在趣味活动中
增进彼此交流沟通，进一步促进虎贝镇和谐发
展。下一步，虎贝镇将继续以形式多样的活动丰
富妇女文化生活，做好妇女群众的思想引领、素
质提升和技能培训。

本报讯（林彤） 3月8日下午，霞浦县松城街道
河长办组织街道巾帼志愿者们前往玉潭樱花谷景区
开展“巾帼护河”志愿服务活动，助力城乡人居环境
整治。

活动中，巾帼志愿者们身穿红马甲，手持工具，
仔细清理河岸垃圾，对河道内的杂物进行打捞，使河
道沿线得到全面的清理。同时，引导过往群众自觉
维护河道环境卫生，不断提高环保意识。

下一步，松城街道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不断健全
河道管理长效机制，引导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到巡河、护
河行动中来，共同维护干净、卫生、整洁的人居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源 通讯员 吴敏婕） 又是一年
春光好，植树添绿正当时。在植树节来临之际，柘荣
县城郊乡联合县司法局在城郊乡际头村开展“我为
宁德添新绿，共建美丽新家园”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挥锹铲土、整地挖穴、扶木正
枝、培土浇水……两人一组、三人一队，一派热火朝
天的劳动景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27 株樱树
苗迎风挺立，在明媚春光中焕发着勃勃生机。本次
植树活动，不仅增强了大家植树造林的绿化意识，
也激发了干部群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美好家
园的热情，为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近年来，城郊乡高度重视林长制工作，扎实推
进绿盈乡村建设，大力优化人居环境，充分挖掘乡
村自然生态景观，做好“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三
篇文章，营造了“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乡村图景。

连日来，趁着晴好天气，福鼎市管阳
镇七蒲村的村民张景峰抢抓农时，在大棚
里忙着培育辣椒新苗。今年，他将种植80
亩“小黄椒”。

“‘小黄椒’是福鼎的特色品种，在餐
饮业很受欢迎，市场需求量大，经济效益
也不错。”张景峰介绍说，“‘小黄椒’的亩
产在1000公斤左右，目前收购价为4元至
5元，是种植周期短、收益好的经济作物。”
基于市场行情和技术经验，张景峰决定今
年将“小黄椒”的种植规模进一步扩大，并
搭配种植部分“明椒 8 号”，丰富品种、提
升效益。据悉，再过一个月，今年培育的
辣椒苗便可移种到田中，约到端午节前后
开始采摘。

管阳镇是福鼎市的辣椒主产区。目
前，其辣椒的种植规模约占福鼎市“半
壁江山”，主要种植品种为“小黄椒”和

“明椒 8 号”。但规模小而散、销售季节
性强等问题是管阳镇辣椒产业做大做
强的制约因素。为此，管阳镇党委、政
府立足生态优势、结合当地实际，大力
扶持发展辣椒产业，抓住“谁来种”“有
卖点”和“往哪儿卖”等产业发展关键，
着力以“基地示范”推动种植全方位升
级，探索辣椒产业延链、增值路径和线
上线下销售模式，培育福鼎黄椒品牌，
努力把小辣椒做成农民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 本报记者 苏晶晶 通讯员 林珊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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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鼎管阳：小辣椒种出富民新产业

多措并举探索“近邻”模式

宁古高速：做强“工地党建”助力乡村振兴

霞浦东昇社区：

柘荣城郊：

义务植树添新绿

松城街道：

巾帼护河助岸绿水清

霞浦牙城：

巾帼护河在行动

柘荣宅中：

“扫黄打非”宣传进校园
“护苗育苗”共成长

蕉城虎贝：

开展“巾帼心向党·奋进新征程”
主题活动

近日，福鼎市山前街道山前社区居民自发组织开展“创文明城市巾帼
在行动”暨喜迎“三八”国际妇女节113周年主题活动，通过舞蹈、器乐、武
术、嘭嘭鼓等表演，展现女性风采，弘扬传统文化。

王婷婷 李珊珊 摄

近日，霞浦县下浒镇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海参健康养殖宣传志愿服务上
渔排活动。渔排上，志愿者们张贴发放宣传材料，并就海参健康养殖技术、
注意事项、用药安全等进行详细讲解。下一步，下浒镇将持续以海参的健康
养殖为立足点，切实守好海参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本报记者 陈容 陈莉莉 通讯员 吴温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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