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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姜淇瀚 王世超

支部“轮训”

让团内组织生活更规范

“第一次参加这么严肃的团内组织生活
会，才发现原来许多程序都有遗漏或者瑕疵，
大家给我提的意见建议直击要害，必须要认真
学习和整改才行。”7月4日，刚刚在团员意识
体检站参加完组织生活会的淄博商厦团委书记
南海英对记者说。

南海英提到的组织生活会，是张店团区委
按照“从严治团”的要求，以“实战教学”的方式，
对辖区每个团支部进行的“轮训”。他们依托基
层教育实践阵地，组织全区团员以支部为单位
进行参观学习，并且在团区委专职团干部的主
持引领下，现场召开“学习总书记讲话 做合格
共青团员”专题组织生活会，按照自我检测、交
流体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评议、确定问
题清单和整改措施五个步骤严格进行。

张店区35个直属团委每月确定1—2个所辖
团组织，参加“样板式”组织生活会体验培
训，并将学习到“标准动作”贯彻到今后每一
次组织生活会中。团区委机关干部也将随机参
与到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会，进一步开展指导
督导，通过这种形式增强支部对团员的凝聚力
和自身的战斗力，提升团干部的业务素质。

据了解，目前张店区所辖团组织第一批
“轮训”已全部完成，128个支部到“团员意
识体检站”召开了规范化组织生活会，通过这
些支部的传导和分享，全区团组织的政治生活
风气更加清明，支部凝聚力和创造力显著提
升。同时，截至目前，张店区已有1029名团员
完成了自检，其中279人自检结果优秀，652人
为合格，98名团员自检结果不合格，不合格团
员将在集中整改教育后进行复检。

荣誉传承

让团徽成为“传家宝”

“之前每次参加活动都要现找团徽，活动
结束把团徽随便一放。这次在‘团员意识体检
站’领取的团徽，再也不敢怠慢，它可是承载
着优秀品质的‘传家宝’，如果弄丢了，怎么
向之前佩戴过它的老团员交待！”去年大学毕
业的赵磊是体育场街道河滨社区的一名团员志

愿者，6月22日，他跟随社区团支部到“团员
意识体检站”进行了参观学习，在重温入团誓
词之前，他接过了一枚有些发旧的团徽，在翻
看这枚团徽的历史档案后才知道，这枚团徽的
上一任佩戴者叫做冯忠奎，曾是山东省岗位能
手和张店区的“十大杰出青年”，在平凡的配
电运维岗位上，他带头奉献、勤于钻研，取得
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科技创新成果。

“冯忠奎的团徽承载着荣誉传递到了赵磊
的手中，这既是一种共荣更是一种责任，赵磊

佩戴这枚团徽后，将开启他为团徽争取荣誉的
新征程，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形式，引导团员
从珍爱团徽开始，珍惜荣誉，珍惜共青团员的
光荣身份，进一步提高团员的组织意识和政治
意识。”张店团区委副书记翟昊说。

今年，张店团区委指导基层团组织全面开
展“传递团徽传承荣誉”活动，机关、企业、社区、
学校等各级团组织发动老团员将自己佩戴过的
团徽交回支部，并写下寄语，由支部在入团仪
式上一起交到新团员手中。通过这个活动，团

徽成为了优秀品质薪火相传的有形载体，团员
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初心保管站”

让青春誓言伴随成长

“共青团是优秀青年的组织，作为其中的
一员，我感觉无比光荣，愿我不负青春，不负
誓言，在团组织的培养下，早日达到共产党员的
标准，成长为对党、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做出
一番成绩，实现自我价值，加油！”这是张店区国
税局团员杨凯华写在“初心卡”上的话。

“初心卡”是团员思想意识体检流程中的
最后一个环节。每一名团员在参加完“体检”
之后，都会领取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自己加
入共青团的初衷。这些卡片会储存在团支部的
“初心保管站”，等到团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那一天，团支部将为团员取回卡片，再次“唤
醒初心”，帮助他树立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
当，明确服务人民的不变宗旨。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为党争
取和培养青年人才的组织，党员的初心从加入
共青团的那一刻就应该明确而坚定，我们通过
为团员保管‘初心’的形式，让每一名加入共
青团的成员，都能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光荣使
命和奋斗目标，能够进一步强化共青团员对加
入党组织的向往，教育和引导广大共青团员，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担当有为、艰苦奋斗，
贡献全部青春力量。”张店团区委书记张敬帅
说。

如今，张店区的团员通过这些教育实践载
体，真正提升了团员意识水平，支部的凝聚力
显著增强，团干部的作风和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12日，由淄博团市委、市

少工委、市青少年宫联合主办的“游学齐鲁拜谒
‘四子’做美德少年”2017年淄博市青少年传统
文化研学夏令营在临淄区管仲纪念馆开营。

孔子广场行“拜师礼”，齐诵《孟子》经典
语录，拉开了2017年淄博市青少年传统文化研学
夏令营的帷幕。传统射艺、电烙画等体验课程让
营员们对中华传统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还前往
曲阜、邹城、枣庄，参观“三孔”“两孟”、墨
子纪念馆、鲁班纪念馆、邹城博物馆等地，着汉
服体验传统文化。

来自全市各区县的优秀少先队员参加了本次
夏令营活动。活动期间，他们感悟“四子”（孔
子、孟子、管子、墨子）的思想，体验身边的传
统文化，培养了民族自信心，提升了综合素养。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桓台讯 为切实提高青少年法治文化水

平，强化青少年法治文化意识，7月8日上午，桓
台县司法局与县图书馆联合开展青少年法治文化
阅读活动。

活动中，司法局工作人员采用个体阅读与重
点指导相结合，自我阅读与亲子学习共促进的学
习方式，选取了青少年法治读本和青少年自我保
护掌中宝两类图书，寓教于乐，提高了法治文化
阅读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了桓台县青少年的法治
文化意识。

“现在正值暑假，孩子的安全问题是家长最
担心的。此次阅读活动，内容涵盖道路交通安
全、家庭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等多个方
面，图文并茂，提高了孩子对安全知识的阅读兴
趣，及时又实用。”一位学生家长说。

桓台县司法局下一步将加大法治文化的宣传
力度，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法治文化信仰，为区域
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苗莉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淄博进入酷暑天气，7月10

日，记者从博山区八陡镇政府获悉，八陡镇孝乡
艺术团走进镇敬老院举行公益慰问演出，为老人
们送上一场消暑“精神大餐”。

演员们表演了小品、舞蹈、歌曲、器乐演奏
等精彩节目。小品《尊老爱幼》诙谐幽默中包含
人生哲理，艺术团团长路来琴带来的舞蹈《婆婆
乐》引来老人们的阵阵笑声，一曲悠扬的《牧羊
曲》将老人们的思绪带回了年轻时代，激昂的乐
器演奏《走进新时代》将演出推向高潮，演员们
精彩的演出赢得了老人的掌声。八陡镇孝乡艺术
团的公益之行将继续走进其他敬老院，践行中华
“孝文化”。

□记者 刘 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10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公布第二届淄博和谐使者名单，共20名。
记者了解到，“淄博和谐使者”是指在淄博

市行政区域内，具备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和能力，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丰富实践经验、贡献突出的
专门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人员。选拔每两年1
次，管理期限为4年。“淄博和谐使者”名单纳
入淄博市高层次人才库，每年组织部分“淄博和
谐使者”参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培训、健康查
体、学习考察等活动。

此外，管理期内，“淄博和谐使者”每人每月享
受淄博市政府津贴800元。每年发放一次，从淄博
市人才工作专项资金中列支。管理期内获得“齐鲁
和谐使者”称号的，按“齐鲁和谐使者”相关标
准享受省政府津贴，不再享受市级津贴。

张店区：为基层团内组织生活“矫形正姿” 给辖区团员思想意识“把脉会诊”

“轮训”“体检”让团支部更有战斗力
第二届淄博

和谐使者名单公布

桓台开展青少年

法治文化阅读活动

八陡镇孝乡艺术团

走进敬老院

青少年传统文化

研学夏令营开营

近日，淄博市张店区团委通过建设“团

员意识体检站”的方式，为基层团内组织生

活“矫形正姿”，给辖区团员思想意识“把

脉会诊”，有效增强了团支部战斗力，提升

了共青团员的光荣感。

▲6月22日，在张店区“团员意识体检站”，参加“体检”的团员召开团支部组织生活会。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增强 蒿 鑫 报道

本报淄博讯 “区政府为警务助理每
月发放1000元补贴金，有效解决了我们山
区镇村受经济条件制约选聘警务助理难的
问题！”7月10日，淄博市公安局淄川分局
太河派出所所长韩吉华告诉记者，有了政
府补贴作保障，位于山区的太河镇各村不
再为警务助理的待遇发愁，调动起了警务
助理的参与性和积极性。

2017年4月，淄川区委、区政府印发了
《关于在全区推行“一村一警务助理”工作机
制的通知》，并在杨寨派出所辖区的20个村

（居）试点推行“一村一警务助理”工作基础
上逐步向全区推开，形成“党委政府领导、政

法综治协调、公安机关主导、相关部门共建”
的社区警务工作新格局。

2017年6月，淄川区政府又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一村一警务助理”相关工作
的通知》，对“警务助理”的选任、保障
和管理措施进一步细化，明确将警务助理
工作补贴提升至人均每月1000元，全部由
区财政承担，强力推进了“一村一警务助
理”工作的深入开展。警务助理人均每月
1000元工作补贴由基础补贴和绩效补贴两
部分组成，基础补贴人均每月300元按月发
放；绩效补贴人均每月700元，按照警务助
理职责由派出所每月考核，按季度发放。警
务助理服装、装备及办公场所、设施等相关
经费，由镇（街道、开发区）、村保障。

按照区政府通知要求，淄川区在全区
每个村（居）至少配备1名警务助理，警务助
理数量将由最初招录的409名增加到468名，
由派出所和镇（街道、开发区）原则上优先从
符合条件的治保主任或原公共安全事务网
格员中选任。

自“一村一警务助理”工作机制试点
运行以来，淄川区警务助理在社区民警指
导下开展工作，现在共参与排查调处各类矛
盾纠纷169起，调处化解率达95．6％；采集人
口基础信息800余条，登记租赁房屋330余家，
场所行业200余家，收集信息87条，提供案件
线索32条，协助破案12起，协助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8人，为村民代办证件业务137件
次，取得良好成效。

淄川区打造社区警务工作新格局

村（居）“警务助理”每月可获政府千元补贴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张虎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7月12日，家住淄博市周村

区大街街道长安社区的贫困残疾人张辉大爷脸
上乐开了花，老伴早早就烧好了开水、洗净了
水杯，等待着区残联和无障碍改造施工人员上
门。施工人员来到之后，不到1个小时，为张
大爷量身定做的洗浴坐便两用椅、“一”字型
扶手等无障碍设施就安装到位。“以前上厕所
都是手拉着拴在钉子上的绳子，颤颤悠悠的，
现在有了这个扶手和椅子，方便多了！”老人
高兴地合不拢嘴，一个劲儿道谢。

记者从周村区残联了解到，近年来，周村

区残联加大对残疾人的帮扶和关爱力度，深入
推进“量体裁衣”式服务，建立制度性入户调
研机制，在准确掌握每个残疾人的基本情况、
基本需求的基础上，对全区190余户贫困残疾
人居住环境实行“量体裁衣”式的个性化无障
碍改造。改造过程中，为残疾人家庭量身设定
无障碍改造方案，聘请专业人员为残疾人家庭
铺设坡道、安装扶手、浴凳、坐便椅，方便了
残疾人的生活，提高了残疾人的生活质量水
平；同时，在进行家庭无障碍改造的基础上，
还依据残疾人的家庭实际情况，为部分家庭配
发了热水器、语音电热壶、电饭煲、电磁炉等

家电，为560余名残疾人适配了助听器、轮
椅、盲杖等残疾人辅助器具。

为推动残疾人事业更好更快发展，周村区
残联在携手残疾人共奔小康的进程中，以精准
扶贫为核心，探索精准帮扶机制，好政策补齐
了残疾人脱贫短板。“如今政策真是越来越好
了，前不久，刚领取了低保金，今天我又去领
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
贴，有了这笔钱日子就好过多了。”大街街道
爱国社区肢体二级残疾人李新建说。

据悉，周村区残联制订了《周村区残疾人
脱贫攻坚专项工作方案》，把兜底保障作为贫

困残疾人脱贫工作的首要任务。首先是借助政
府实施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对包括残疾人在
内的生活、护理补贴增加投入，为推动残疾人
脱贫奠定基础。截至目前审核享受生活补贴
1527人、护理补贴1818人，今年上半年发放生
活补贴69 . 2万元、护理补贴72 . 28万元。同时，
进一步完善重度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由政府代缴政策，配合有关
部门做好政府代缴保险的调查工作，并继续落
实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重度残疾人可提前
5年领取养老金政策，有力保障了特困群体的
基本生活权益。

无障碍改造“量体裁衣” 好政策补齐脱贫短板

周村区贫困残疾人享精准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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