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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
飞 马智博）11日下午，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
书记、哈尔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张
安顺主持召开十五届哈尔滨市委全面依法治
市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张安顺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持续改进加强新时
代全市依法治市工作，用法治厚植城市发展核
心竞争力，以高水平法治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张安顺指出，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
平法治思想作为一项长期重要政治任务，切实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全
过程各方面。

张安顺强调，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
利长远的保障作用，紧紧围绕统筹发展与安
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依法依规落实纾困
惠企政策。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细
化完善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张安顺强调，要加快立实用管用好用的
法，以高质量立法引领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着力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严格落实重大行政
决策程序制度。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
革，合力抓好法治社会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要坚持党的领导，严格落实
全面依法治市工作责任，加强督促指导和跟踪
问效。

张安顺在十五届哈尔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以高水平法治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董艳芬 马宇兵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白云峰

实践场所建起来，实现了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全覆盖；实践活动搞起
来，总结出了“文明实践十步曲”；志
愿品牌强起来，全县注册志愿者共有
30316人，各类志愿服务队伍265支，
在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平台参与率达
97.56%……方正县自2019年10月被
中央纳入第二批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全国试点县以来，成立专班专
题推进，坚持科学部署、精心谋划、狠
抓落实，取得了扎实成效。

乡村全覆盖 实践场所建起来
方正县在明确构建县实践中心、

乡镇实践所、村实践站、屯实践点、示
范户五级架构目标的基础上，对现有
资源进行整合，结合群众多样化、个
性化需求，优化顶层设计、突出创建
特色，打造了方正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中心总建筑面积 3300 平方
米。进一步完善了功能配置，内设

“一堂、两厅、三站、四家、六十六功能
室”，实现了资源利用最大化。

目前，全县共建成1个县文明实
践中心、8个乡镇文明实践所、67个
村文明实践站、3个文明实践点、1个
文明实践广场、1个文明实践基地、1
个文明实践窗口、培育示范户 107
户，实现了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覆
盖，达到了“有内容、有队伍、有场所、

有活动、有保障、有标识”的“六有”目
标，为全县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搭建了平台。

“文明实践十步曲”实践
活动搞起来

方正县认真汲取先进地区的好
经验、好做法，系统总结出了“文明实
践十步曲”。

喇叭响起来。充分利用农村大
喇叭这个传统媒体，宣扬美德、传播
政策，引导村民参与时事讨论、弘扬
优良品质，让党的理论、政策“飞入寻
常百姓家”。

理论讲起来。将中心、所、站作
为“三级书记”上党课、做宣讲的主要
阵地，开展文明实践大讲堂活动 80
余次。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参观学习、
重温入党誓词活动 120余次。方正
抗联纪念地开展了“重走抗联路”主
题党日活动。组织 8支志愿者小分
队分赴8个乡镇赠送党史教育资料，
开展党史宣讲、观看红色电影等活动
200余场次。

文化学起来。各文明实践站积
极组织干部和广大群众学习党的政
策理论、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浓厚
的学习氛围。

培训教起来。围绕干部群众所
需，扎实组织开展了职业技能、科普
知识、惠农政策等系列培训活动。

舞蹈跳起来。充分利用广场、公
园等休闲场所，让群众自发组织广场

舞活动。
活动办起来。依托实践阵地，积

极组织开展文艺演出、棋牌、书画展
览等文体活动。方正镇八名村实践
站组织村民成立“秧歌队”“广场舞
队”“太极拳队”等群众性文体团队，
引导村民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评比搞起来。扎实开展文明乡
村、身边好人、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
评选活动，形成“层层树典型、人人学
先进”的生动局面。

服务强起来。本着回应群众所
需所急，有针对性地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增强服务实效的态度。年初以
来，相继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150
余次。文明实践中心每天接待群众
1500余人次，提供代缴代办、证照办
理、政策咨询、免费体检等20余项民
生服务。方正镇八名村实践站开展
了社区幼教托服和养老服务，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阵地管起来。全面压实“三级书
记”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责
任，加强对中心、所、站、点等实践阵
地的日常管理，全面发挥阵地作用。

机制建起来。进一步健全完善
议事、培训、考核、评价、激励和经费
保障等各项制度机制，确保活动开展
常态长效。

蔚然成风 志愿品牌强起来
突出精准高效，助力脱贫攻坚

“结硕果”。绿卫志愿者服务队及下

设的15支志愿服务小分队走村入户
积极帮助贫困户发展苗木产业及禽
畜养殖等增收项目，全县 1664户贫
困户中有 1636户通过指导实现增收
脱贫。去年以来，指导脱贫户报销医
疗费用 678.78万元；享受住房、教育
等政策1200户；帮助县内外就业506
人次；累计为老人、妇女、残疾人等特
殊困难群体送去价值16万元的米面
油以及衣物等慰问品。

突出连带联动，推动人居环境
“上台阶”。开展垃圾分类宣讲50余
场，500余名志愿者深入试点小区、
村屯街道，带头示范对生产生活垃圾
进行分类，农村垃圾源头减量达到
40％。深入开展“文明新风进万家”
等志愿服务活动，示范带动群众完成
边沟清理 21500米、清洁庭院 120余
户，清理农村残垣断壁及破旧泥草房
49栋，柴草垛出屯65垛，栽植绿化树
木2.4万棵。

突出示范引领，促进精神文明
“大提升”。组织文化和科技志愿者
开展文明实践大讲堂活动500余次，
文艺演出和科技讲解 100余场。目
前，方正县共有注册志愿者 30316
人，各类志愿服务队伍 265支，其中
乡村及涉农志愿服务队伍166支，先
后打造了国家、省、市级优秀志愿服
务队 6支。在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平
台参与率 97.56%，星级志愿者占比
90.35%，“有困难找志愿者、有时间做
志愿者”已在方正县蔚然成风。

打造国家、省、市级优秀志愿服务队6支，在黑龙江省志愿服务平台参与
率97.56%，星级志愿者占比90.35%

方正 文明实践“十步曲”

□刘一博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孙昊

“文明养花，快乐大家。”在齐齐
哈尔市铁锋区龙华小区 18 号楼门
前的花坛里，74岁的夏占国老人精
心制作的白色小纸牌格外醒目，他
去年就认领了这块绿地，改变居民
私自“圈地”种菜的历史，娇艳、芬
芳的花朵，让小区环境变得更美
了！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街道和
平社区共有居民3780户，分成9个网
格，每个网格都建立了党支部。近年
来，和平社区党委积极推行“543”网
格治理模式，即开展“五微”网格活
动，建立“四得”服务机制，打造“三
活”治理队伍，探索出党建引领老旧
小区治理新路径。

据龙华街道和平社区党委书记

刘红介绍，他们举办“微课堂”宣传政
策、答疑解惑，让支部党员在网格服
务站随时随地读书学习，凝聚治理共
识；利用“微积分”兑换奖品，鼓励居
民参与志愿服务；选树9个“微榜样”
先进典型，让身边人学身边事儿，弘
扬正能量；开展“微认领”，号召党员
主动为居民纾难解困百余件次；通过

“微关怀”传递组织温暖，帮扶慰问困
难群众百余人次。

去年“十一”期间，家住龙华小
区 25号楼的谭书明老人外出购物，
炉灶上煮花生米的火忘了关，烧干
锅后开始冒烟。楼上邻居给网格
长打电话，网格长一边打 119报警，
一边组织群众疏散，一边通过“铁
锋在线 APP”平台找到谭书明电话
及时与老人取得联系。顺利解决
了这个突发状况，小区居民纷纷点
赞。

和平社区党委充分发挥网格党
群服务中心阵地作用，通过“进得了
门、办得了事、解得了难、聚得了心”
服务机制，解决群众诉求 276件，开
展活动近百场。

走进龙华街道和平社区第八、九
两个网格的服务站，居民动态信息栏
下面一栋栋楼房示意图新颖、直观。
谁家有党员、谁家打完疫苗、谁家有
需要特别关注的老人……都用不同
颜色的标识和各种符号进行了标记，
这样，网格内 5栋楼、402户、796人、
商家10户的情况便一目了然。

今年 31岁的于亚飞是和平社区
第九网格党支部书记兼任网格长，她

带领网格员常态化走访，收集社情民
意，化解矛盾纠纷，像其他党支部书
记、网格长一样，成为了基层治理的

“活地图、活户籍、活档案”。25号楼
2单元 102室的陈大爷，老伴在 12月
份突发脑梗去世了，孩子不在身边，
于亚飞在信息栏里对他进行了标记，
每周上门去看望，老人不仅心里感到
踏实，心情也好多了。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龙华街道和
平社区党委创新党建引领老旧小区
治理新路径，实现群众诉求解决更
快、党群干群关系更好、综合管理水
平更高，先后荣获齐齐哈尔市“三八
红旗集体”等荣誉称号。

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和平社区

网格服务聚民心 老旧小区换新颜

本报讯（韦洪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云）9日至 10日连续两场大雨导致穆棱市
绥柳公路多处路段遭到洪水侵袭。当地公路
养护部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39处被淤泥堵
塞和水毁路面进行清淤和抢修。从 10日 10时
40分开始，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抢修，11日凌晨5
时，绥柳公路水毁路段全部恢复通行。

9日18时10分，在绥柳公路132公里处，泥
石流将公路堵塞 100米，一辆轿车陷在泥里无
法通行，导致 41台车辆无法通行。10日 15时
开始，穆棱市又下起了大雨，导致黄金河河水
暴涨。紧挨河边的绥柳公路，141公里+600米
处的路基被洪水冲走，有三分之一的水泥路面

底下出现悬空。10日 19时，险情越来越大，已
经有 40米长的水泥路下面的路基被湍急的河
水掏空。因为洪水越来越大，在绥柳公路 143
公里+400米处，一个涵洞被洪水冲毁，导致路
面出现了一个长 6米深 3米的沟壑，有 34台车
辆无法通行。

“10日，从 10时 40分开始，为尽快恢复道
路畅通，我们调来 5台 30吨的大型翻斗车和 1
台钩机、2台铲车赶往事发地点，对水毁路段进
行抢修。”穆棱市公路养护中心主任王鹏任介
绍，到11日凌晨5时，危险路段被抢修完毕恢复
通行。从绥柳公路过往的4334台车辆，无一起
事故发生。

绥柳公路水毁路段全部恢复通行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吴利红）日前，全省城乡房屋建
筑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推进视频会
暨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省住建厅召开。会议要求各地、
各部门要注重把握“全、快、准”排查
整治工作要求，对已排查出的安全
隐患，尽快开展安全鉴定，尽快制定
解危方案，做到排查、鉴定、整治各
阶段工作压茬推进、不挂空挡。

会议指出，按照省委省政府安
排部署，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房
屋安全排查整治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深入开展自建房“百日攻
坚”，各类房屋排查稳步推进，隐患
问题整治有序进行。各地、各部门
调动机关干部、行业专业技术人
员、村镇干部、街道、社区、物业公
司、第三方机构、大学生等各方力
量直接参与一线排查，建立了省级

部门包联督导工作机制，省市均成
立了专家技术服务队，省市积极推
进长效机制管理。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切
实扛起防范化解房屋安全重大安
全风险隐患的政治责任。要进一
步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宣传，营造
良好氛围。要鼓励建立举报奖励
制度，动员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到排
查整治中。要严格落实各级政府

属地责任，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坚
持“三管三必须”和“谁审批谁负
责”原则，落实行业监管范围内房
屋安全监管责任。要强化“跳起摸
高”“打铃交卷”意识，整改措施要
条条落实、问题隐患要件件清零、
工作任务要事事见效。对专项整
治中思想不重视、责任不落实、推
进不得力、排查走过场的，一律严
肃追责问责。

我省推进城乡房屋建筑安全专项整治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晶琳）近
日，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表彰黑龙江省劳动模
范的决定》，其中，王传艳、姚建军、姬冬梅等我
省邮政快递行业23人获评省级劳动模范。

省邮政管理局高度重视行业精神文明创建
和优秀人才建设工作，通过推优争先评比、技
能竞赛比拼等方式，积极开展“最美快递员”
评选、“五一劳动奖章”“先进青年”等推选活
动，全行业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岗位标兵、
技术能手和先进人物。通过选树先进典型，

大力弘扬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
“小蜜蜂”精神，全行业形成了关爱员工、尊重
人才、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省邮政管理局
鼓励受表彰的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再立新功，
在岗位上再创佳绩。

下一步，省邮政管理局将号召全省邮政快
递业干部职工向先进榜样学习，立足岗位、争创
一流，以永不懈怠的拼搏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奋力开创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实
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我省邮政快递业23人获评省级劳模

粉白相间的斑马线、蓝黄红三色的道路标识线、醒目的自行车道……在宝清县城的马路上，一条条“彩虹”般的标志线替代了原本单调的
黄色和白色标志线。近日，宝清县对城区主要街路进行升级改造，并绘制了“彩虹”标志线，宝清县交通部门负责人说，彩色标线比普通标线更
易辨识，可预防和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颜色醒目的多彩标线，还能警示过往司乘人员和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潘宏宇摄

“彩虹”标线亮相宝清街路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蔡韬 邢汉夫）记者从哈
尔滨地铁有限公司官网获悉，该公司对哈尔滨市轨道交通二
期建设规划（2022-2027）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进行公众意见征
求公示。据了解，哈尔滨市轨道交通二期建设规划
（2022-2027）包含4号线一期、5号线一期，总里程70.6公里。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工程：起自松北区前沙
站，主要沿世茂大道、松北一路、学海街、中源大道、江北绿
轴、承德街、三姓街、大成街、宣化街、和平路、哈平路敷设，
终点至民族学院站，全长 34.5公里，设 29座车站，1座哈平
路停车场、1座前沙车辆段。

哈尔滨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呼兰区南京路
站，主要沿南京路、祥安北大街、祥安南大街、景江西路、康安
路、二环路、三大动力路、进乡街敷设，终点至东三环站，全长
36.1公里，设25座车站，1座哈阿停车场、1座松北车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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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仇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见习记
者王迪）记者从哈尔滨机场获悉，明日起，哈尔
滨至西宁航线将开通，助力暑运旅客便捷出
行。

该航线由南航空客A320机型执飞，每日一
班，航班号为CZ5903/4，具体时间为 9时 40分
从哈尔滨起飞，14时到达西宁；14时 45分从西
宁起飞，18时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西宁航线明日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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