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 段宗斌 黄鑫 报道
本报利津讯 3月7日，利津县陈庄镇妇女

制作的12个产品参加了东营市黄河口巾帼好产
品成果展，这是陈庄镇妇联组织全镇妇女干事
创业的集中展示，目前该镇已先后培树了王燕
燕、郭娟等13名妇女创新创业典型。

近年来，陈庄镇妇联以“党政所急、妇女
所需、妇联所能”为工作主线，团结带领全镇
妇女高标定位、创新实践，深入推进农村巾帼
创业、女性素质提升，科学引领妇女艰苦创业
发展致富。

妇女想致富，妇联帮你选项目。陈庄镇搭
建妇女创业交流平台，投资13万余元建设了
“巾帼创业示范园”，免费为创业妇女提供创
业交流平台，创业园分为产品展示区、技能培
训区、项目洽谈区、电商网络销售区，帮助创

业妇女宣传销售特色产品。“俺在镇妇联的帮
助下靠经营电商，现在收入比打工时强多
啦”。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郭娟有些激动地
说。

该镇依托创业示范园成立了陈庄镇巾帼创
业联盟，定期召开交流会，帮助创业妇女解决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促进联盟成员互通有无、
抱团发展。全镇先后帮助103名创业妇女新上
了耐盐碱花生种植、食用菌种植、可机洗棉被
加工、蚂蚱酱加工销售等项目，累计销售各类
产品达35 . 3万元。

抓培训拓融资，搞服务创环境。通过思想
引领、技能培训、扶持带动等措施，陈庄镇引
导居家妇女灵活创业，逐步形成了以电子商
务、手工制作、家政服务为重点的妇女创业就
业特色产业。此外，他们还积极引导有思想、
有能力、有号召力的村妇联主席带头领办、创

办致富项目，发展以妇女为主导力量的家庭农
场、合作社达68家。“俺村现在临合蜜发展到
了3000多亩，亩均纯收入过万元了，家家户户
发展大棚甜瓜、西瓜种植，如今大伙走上了小
康路”。创业妇女王燕燕高兴地说。

按照“抓观摩、抓培训、抓项目落实、抓
问题解决”的思路，辐射带动更多妇女实现创
业致富。陈庄镇先后与多家金融机构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创新推出小额贷款、巾帼助推等扶
持项目，积极争取农户联保，推荐优秀妇女创
业项目享受优惠贷款。去年以来，镇妇联先后
协调农信社、邮储银行等金融机构，累计为创
业妇女发放小额贷款1300多万元、巾帼助推贷
款350万元

陈庄镇在优秀妇女中评选出草根讲师，有
针对性地开展现身说“法”、实践教学等活
动，大力普及电子商务、家政、“两癌”防

治、妇女维权等知识，丰富了广大妇女的知识
面。近年来，通过培训全镇已有1000名以上妇
女拿到了月嫂、育婴师、面点师等职业上岗证
件，从事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餐饮面点等工
作，全镇目前已有1000多名妇女找到增收致富
门路。

在带领广大妇女踏上创业致富之路的同
时，陈庄镇还不忘抓精神文明建设，引领社会
新风尚。全镇连续三年组织开展“好媳妇”
“好婆婆”“五好文明家庭”“美丽庭院”评
选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加大先进典
型宣传力度，通过电视访谈、事迹摄影、表彰
大会和专题片展播等形式，积极倡树夫妻和
睦、尊老爱幼、勤俭节约、邻里互助的文明家
风。陈北村魏希英家庭先后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称号。

□记 者 王晶
通讯员 李红雨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记者在东营市河口街
道河宁社区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家住河宁小区
的王大妈最近老伴过世了，在外地工作的女儿
怕母亲孤单，想接母亲过去住，没想到被王大
妈回绝了：“如今社区环境越来越好，邻里越
来越亲，社区干部常上门嘘寒问暖，就像一个
大家庭似的，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安享晚
年。”

近年来，河口街道在全面推行“居站分
设”管理服务模式的基础上，秉承“以人为
本，服务居民”的工作理念，进一步夯实基层
基础，以党建为龙头，积极探索社区社会化管

理模式。
“小网格”网出“大和谐”。“李姐，你要申
请廉租房需要身份证、户口簿、失业证、低保
证等材料……”河宁社区第三网格负责人高希
芳正细致地给居民李大姐讲着申请廉租房实物
配租的所需材料。

河口街道积极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
构建了社区管理的经纬网，以社区各楼栋为基
本单位，200户至300户为一网格。同时，完善
联系群众制度，网格员、调解员、信息员与管
理单元一一对应，各社区在居民中选举公道正
派、威信高、能力强、热心服务群众工作的居
民代表、退休老干部、老党员担任调解员，建
立以社区干部、网格长、楼院长、网格员为骨
干，调解员、信息员、监督员、志愿者积极参

与的网格管理服务团队，每个服务团队对所联
系网格内的群众开展经常性走访，跟居民交朋
友，深入开展群众工作。

社区辖区有多少栋自建房？每栋自建房租
住人员的基本情况怎样？了解这些信息不用再
挨家挨户去摸情况或翻登记本查，只需在电脑
上通过关键词输入即可完成。记者在河宁社区
见到了这个先进的社区服务软件系统三维数字
化信息管理平台，社区工作人员打开信息平台
的电子沙盘，输入了“自建房”几个字，搜索
结果立即出现，社区里自建房房东的姓名、年
龄、住址分布等信息都出现在了三维沙盘上，
再用鼠标在具体的楼栋上一点击，便可出现租
住人的详细信息。

同时，在充分了解掌握辖区内住宅小区、

企事业单位、商铺等建筑布局以及社区居民基
本信息的基础上，以3D电子地貌图为基础，把
党建、综治、计生、民政、劳保、卫生、环
保、统计、便民服务等涉及居民生活的多项内
容，全部纳入网上管理，聘请软件设计公司，
开发建设集成了综合受理、分类管理、分类统
计汇总等多种功能的区域信息数字化网络服务
管理基础平台，实现社区管理的网格化、数字
化、动态化、精细化和信息化，目前，“3D数
字化社区”应用平台已投入使用。“有了‘三
维数字社区’系统，居民可以足不出户就享受
到规范化的信息服务，也使街道和社区的工作
更加贴近群众，居民可通过热线电话、网络等
方式，反映自己的诉求。”河口街道办事处主
任陈万来说。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樊京龙 于亚琼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5日早上七点多，来自东
营市垦利区黄蓝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的李长贵和
十余名同事早早地来到了位于垦利街道康居社
区的大院里，提前布置场地，准备为居民提供
基础的医疗服务。“今天是志愿服务月第一
天，所以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以便能服务得更
贴心些。”李长贵说，自去年9月份黄蓝公益
成立以后，她便和孩子一起加入了进来，边学
习边服务，不仅锻炼了孩子能力，也感受到了
志愿服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我年龄大了，志愿者们很贴心，专门为
我准备了黄手环，不用花钱，还免费享受服
务，很受感动。”家住万光社区68岁的刘光义
的连声称赞，引得正在服务的志愿者们一阵欢
笑。

和黄蓝公益志愿者一起来“凑热闹”的，
还有东营市橄榄树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垦利街
道志愿服务队等29个志愿组织的志愿者们，鲜
艳统一的着装，让这群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上午10点整，垦利区“学习雷锋 志愿同行”
活动月暨垦利区志愿服务中心启用仪式正式启
动，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代表们见证了垦利区志
愿服务的新起点。

据了解，垦利区先后召开全区志愿服务动
员大会，印发《垦利区2017—2018年度志愿服
务工作实施方案》，建立起由55个部门单位组
成的志愿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搭建了“垦
利志愿服务综合平台”，通过“平台”全区注
册志愿服务团队目前已有131个、注册志愿者1
万名、组织志愿服务活动786次，参与人数达
3 . 2万人次，总服务时长达4 . 8万余小时。

作为垦利区的主城区，垦利街道将志愿服
务作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平
台和载体，建立起“街道志愿者分中心，社区

志愿服务站、村级志愿服务点”三位一体的志
愿服务组织体系，成立垦利街道“V爱365”志
愿服务中心1处，在街道和村分级组建“阳光
先锋”党员志愿服务队、青年驿家志愿服务队
等16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共注册志愿者3451
人，构建起垦利街道志愿服务大网络。同时，
深化“V爱365”志愿服务名牌建设，鼓励志愿
者365天全方位、全天候、全员参与志愿服
务，人人参与志愿、人人享受志愿的良好社会
氛围。

“四名爱心理发志愿者，很感谢您们，社

区老人特满意”。东方社区党支部书记盖霞在
居民微信群里发出这样一条信息。自去年，东
方社区开展“关爱老人，从头开始”志愿服务
活动以来，已不定期为辖区内60余名70周岁以
上老年人免费理发上百次。目前，垦利街道志
愿服务团队已先后开展创城、义诊、爱心理
发、政策宣传等志愿服务247次，服务群众2万
人次，全年累计志愿服务时长10余万小时，件
件都是这样为民、暖心，将群众需求转化为一
个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服务项目，真正使之温
暖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活动中，还培树了像

崔玉梅、李长海等一批热心社区公益的领头
人，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传递友爱、共襄善举、
守望相助的志愿情。

针对社区居民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和专业化
的服务要求，垦利街道积极创新，探索推行
“社会组织+志愿者”工作机制，由社会组织
帮助指导各社区承接专业化的项目和活动，大
力推进志愿服务项目化运作、专业化支撑，与
各社区志愿服务队特色服务项目相结合，打造
周周便民服务项目，真正汇聚成志愿服务的社
会主义新风尚。

□苟炳祥 王晶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去年以来，东营市河口区不断

创优工作措施，多渠道充实扶贫基金，推进扶贫
连片开发项目，着力构建脱贫长效机制。目前，
11个市定贫困村全部满足退出条件，经评估、公
示，正式“摘帽”。

河口区不断拓宽区、镇(街道)和村三级扶贫
基金收入的来源和渠道，在现有基础上适时增规
模、扩总量，有效确保了辖区现有贫困人口收入
全部达到贫困线以上。对区扶贫关照中心、区残
疾人托养中心和部分镇、村关照中心设施和服务
进行了提升，统一印制了《河口区扶贫关照中心
工作台账》，对开展的各项服务及时登记在册，
实现了规范化、程序化运行；完善部门间扶贫救
助衔接管理机制，实现数据互通、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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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巾帼踏上创业致富路

参与3 . 2万人次，总服务时长4 . 8万余小时

垦利志愿服务开启新起点

网格化管理构建和谐社区

□周广学
李广寅 报道

3月3日，中国·垦利红
光2018开海仪式暨开凌梭美
食节举行，随着仪式结束，
近二十条渔船从码头出发，
缓缓驶向渤海湾腹地水域捕
鱼，游客们开始在现场争相
品尝免费的开凌梭鱼汤。自
2 0 1 7年首届开海节举办以
来，开海节已经成为东营现
代渔业示范区向外宣传的名
片，是展现当地特有传统文
化和人文精神的重要窗口，
也是渔业示范区弘扬先进海
洋文化、打造知名文化旅游
节庆品牌的有力支撑。

河口强化
扶贫资金保障

□通讯员 樊卫卫 程永锋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最近，东营市垦利区董集镇的
“我爱我村”阳光财务公开平台吸引了诸多目
光，来自周边地区的慕名参观者通过听取平台功
能介绍、实地查看、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

“我爱我村”阳光财务公开平台建设工作开展
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就。

村级财务是村民最为关心和关切的内容，是
矛盾集中点和廉政风险点。前期，垦利区纪委通
过深入研究、调研、借鉴，决定在全区建设“我
爱我村”阳光财务公开平台，并把董集镇确定为
试点乡镇，通过打造“我爱我村”阳光财务公开
平台把农村、农民相关的财务收支实时公布在互
联网上，接受群众阳光监督。按照“第一时间让
群众知道，第一时间请群众监督”的原则，董集
镇运用建机制、晒公开、广宣传、强监管，着力
打造农村财务公开新模式，真正把农村财务和涉
农资金“晒在阳光下”，进一步夯实了农村财务
监督管理，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带
动全镇党风廉政建设上水平。

着眼平台运行“事前、事中、事后”三个关
键点，董集镇坚持问题导向，健全完善制度，建
立长效机制，推动“我爱我村”阳光财务公开平
台规范化运行。

试点工作开展半年来，“我爱我村”阳光财
务公开平台把各行政村财务收支情况、上级各类
资金发放以及涉农政策，实时公布在平台上，真
正把农村财务和涉农资金“晒在阳光下”，做到
了“第一时间让群众知道，第一时间请群众监
督”。全镇农村集体财务公开更加规范，村民参
加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使老百姓心中明明白白，
干部开展工作清清白白，缓解了干群关系，有效
解决农村财务公开不彻底、民主监督不到位、财
务管理不规范、群众利益难维护的问题。农村财
务公开实效凸显，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2017年
作为“换届年”全镇未发生一起因村财务公开问
题群众上访及举报事件，进一步推动农村基层党
风廉政建设，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垦利区试点建设
阳光财务公开平台

□刘智峰 张起燕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咚咚咚锵，咚咚隆咚

锵……”2月26日，记者来到位于东营市东营区
牛庄镇的东营区第二中学，还未走进学校大门，
就听到从学校里传来的阵阵高昂的锣鼓声和喧天
的喝彩声，走进区二中操场一看，原来是正在举
行牛庄镇2018年第七届秧歌擂台赛。

“今年村里的秧歌队表演，俺娘也参加了，
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却有二十岁的活力，给我们的
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现在大家伙的日子越来越
丰富了！”牛庄镇魏家村民魏凯高兴地说。

牛庄镇作为吕剧故乡，始终坚持文化兴民的
理念，积极探索和研究本镇文化活动特色，开拓
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仅2017年就开展举办
了大小文化活动30余场，更是连续七年举办新春
秧歌比赛，总投入累计70余万元。除秧歌比赛
外，“吕韵休闲汇”、各村庄的春节联欢会、大
杜村的“吕剧春晚”等文化娱乐活动也都在精彩
上演。

吕韵唱响
乡村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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