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536
7289U 82 V 88 W XYZ
[\]^_` ab]cde fg]chi Jjk

(lmnopqr stuvwxyz{|}~
<=F GHI JKL 处老城区，
民生难题多，
如何
MF+ NOP QRST反 解决居民需求，提供更多的
思是进步的开始。成功不必 民生服务保障？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9月
反思，
找准路径是关键。
16日上午，厦港街道党工委 唯有清醒认识，立足街道实
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际，坚持主题教育与街道工
主题教育工作会，传达学习 作有机融合，方能全力实现
厦港来答”。
中央、省委、市委、区委关于 “思明之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
区委第二巡回指导组组
教育会议精神，部署街道主 长陈冰凌充分肯定了厦港街
题教育具体工作。区委第二 道党工委主题教育各项前期
巡回指导组组长陈冰凌出席 准备和部署工作。陈冰凌指
会议并指导，区纪委第一派 出，
要坚持问题导向，
奔着问
驻组组长黄昌耀出席会议。 题去、
盯着问题改，
既解决党
在推动主题教育高质量 员干部自身存在的问题，又
开展同时，也要破解“思明 解决群众身边的实际问题，
之问”。街道面积小，
空间资 “改进主题教育推进方式，
源有限，
发展空间不足，
经济 减少繁文缛节，减轻基层负
如何提升？街道旅游资源丰 担，
防止层层加码，
以好的作
富，商家云集、游客如梭，如 风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好的效
何推动城区精细化管理？地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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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与思明区绿化中心、思明区老干局
（老年大学、老年活动中心）、福建省九
9月 19日上午，沙坡尾社区党委在 龙建设集团等共建单位签署 《共建协
社区会议室举办 “不忘初心、牢记使 议》，并就社区了解收集到的群众较为
命”主题教育。
关心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讨论。
沙坡尾社区讲师团成员、第二党支
会上，厦成海景小区党支部书记刘
部 党 员 许 旭 亮 为 党 员 们 进 行 主 题 为 惠初还以主题教育为契机讲述自己的
“不忘历史、
不忘初心”的宣讲。沙坡尾 初心故事。45年前，刘惠初所在的部队
社区党委书记许长忠、社区在职党员听 到青藏高原、
昆仑山脉、
沙漠戈壁等执行
取党员群众对社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军事测绘任务。
在恶劣气候条件下作业，
在今后的工作中推进整改落实，在参与 士兵们克服困难，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
基层治理中发挥先锋表率作用，自觉接 务，
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
受群众监督。
参会人员还实地参观了福海社区帮
帮团之家，了解福海社区帮帮团的工作
§:%&
成效。当代天境小区党支部书记谢培元
社区资源匮乏，社区党委要如何作 表示，
社区党委根据社区资源匮乏、
条件
为，才能解决社区居民关心的痛点难点 差的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不忘初
问题呢？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搞得有声有
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色、
别开生面，
深受党员群众的喜爱。
育，结合“深化双报到、为民解难题”活
ÁÂ%&
动，形 成 事 务 共 商、资 源 共 享 、活 动 共
办、品牌共创社区新格局，这是福海社
9月 26日上午，南华社区党委在不
区党委交出的答卷。
见天 12号开展“不忘历史，不忘初心”
9月 20日下午，福海社区党委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
南华社区党委邀请曾任市台办副主
学习暨大党委联席会。会上，福海社区 任、巡视员吕拱南为党员们开展“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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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忘初心”宣讲活动，与大家一起
分享、
学习《习近平在厦门》—系列采
——
访实录。
南华社区党委书记朱小梅表示，通
过本次活动的开展，使参加的党员进一
步坚定了政治信仰，
筑牢了信仰之基，
坚
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积极响应社区党建联合会
号召，
参与社区共驻共建，
为建设和谐美
丽新社区贡献力量，南华社区也将继续
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的憧憬。
巡司顶社区党委书记叶晓军表示，
巡司顶社区党委始终以问题为工作导
向，精确找准 “针眼”，坚持每日开展
“一巡三问”，
通过网格员、
在职党员、小
区支部党员的巡查巡访，摸排群众需求
困难，
收集居民真知灼见，
紧扣居民群众
最关注、最难办、最急需解决的问题，为
居民做实事、
办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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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鸣向党员们分享了自己从警
37年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经历，及保护
历史文物遗产的心得体会，带领党员一
起回忆初心。80岁老党员刘腾声腿脚不
便，拄着拐杖也来参加，
“我们的祖国在
党的领导下越来越好，今天社区党委结
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举办这个活
动，
很有意义，
我一定要来看看！”
合唱环节中，李旭鸣为大家领唱
《歌唱祖国》，
伴随着音乐党员们纷纷挥
舞着小红旗齐声歌唱。鲜艳的五星红旗
织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嘹亮的歌声振
奋人心。

9月 24日，下沃社区党委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员们来到顶澳仔猫街，动员周边
"#$%&
´µ¶%&
商家、
居民一同为猫街清理卫生，
并宣传
9月 26日上午，巡司顶社区党委举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9月 29日下午，蜂巢山社区党委组
在党员们的努力下，
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暨庆 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顶澳仔沿街 织党员志愿者在辖区开展 “不忘初心，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 焕然一新，
洁净家园，
党员先锋在行动”主题活动。
令人振奋激昂。
共有 40多名党员参加。
活动现场，
党员志愿者们带着扫帚、
Å¶%&
社区读报聚乐部的老同志郑锦聪
垃圾夹、
垃圾袋等工具，
对辖区避风坞沿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
还为此次辖内燃气管道全覆盖，创作了
线至成功大道桥下绿化带等死角进行清
一篇锣鼓快板《燃气管道就是好》，
通过 么响亮……”慷慨激昂的歌声在福隆世 理。受现场热闹氛围的影响，
许多社区居
纪党群活动服务中心回荡。
9
月
2
9
日上
这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会议结
民也投身到义务劳动中，共同营造一个
束后，全体党员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午，鸿山社区党委开展了“不忘历史，不 干净整洁、
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忘初心”
主题党日活动，
邀请了厦门市
GHI JKL MF+ QRST
大家齐挥小国旗，同声高歌，表达对伟
大祖国的祝福，唱出了对未来美好生活 老党员干部宣讲团李旭鸣担任讲师。

6789!:;<=

<=FGHI JKL MF
+ NOPT9月 26日上午，厦
港街道党工委班子、机关党支
部开展“不忘历史，不忘初心”
主题党日活动，区委第二巡回
指导组组长陈冰凌带队参加。
重温入党誓词，重温破狱
故事；开展“净走”活动，践行
志愿服务；传承渔港文化，学习
奋斗故事；观看微视频，向身边
榜样学习。厦港街道党工委班
子、机关党支部以内容丰富的
主题党日重温初心、筑牢初心、
践行初心，
谋划厦港新篇章。
首站党员们来到辖内革命
—破狱斗争旧
传统教育基地——
址，缅怀革命先烈，聆听先烈事
迹，重温入党誓词，铭记光辉历
史。大家回顾那一段波澜壮阔
的红色历程，深切感受着革命
前辈的英雄气概。
在破狱斗争旧址，全体党
员面对鲜红的党旗，举起右拳，
庄严宣誓。庄严而肃穆地重温
入党誓词活动，使每一位党员
再一次接受了心灵的洗礼，重
温自己的初心使命。
参观 完 破 狱 斗 争 旧 址 ，党
员们前往华侨博物院，参观迎
国庆书画展。此次书画展从多
角度、多方位、多元化讴歌新中
国七十年光辉历程，彰显华侨
华人、归侨侨眷浓浓的家国情
怀，助力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
国际化的厦门建设，凝聚侨界
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在沙 坡 尾 活 态 展 示 馆 内 ，
党员们沿着馆内的参观线路，
一路领略沙坡尾的文化历史。
同时，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的
交互式体验也吸引了党员们的
眼球。随后，
全体党员在沙坡尾
活态展示馆三楼观看身边榜
样、典型党组织微视频，向身边
榜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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