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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情报站

禁毒宣传助力华阳小学开学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

讯员 廖文波）

2 月 18 日， 林和街禁

毒委组织禁毒专员前往华阳小学开

展新学期禁毒宣传教育活动， 约有

近千名师生参加。

在华阳小学天河东校区新学年

开学典礼上， 操场上一支红色的禁

毒宣传队伍在舞动， 那就是林和街

禁毒委组织的学生禁毒志愿者宣传

小分队。 这支小分队格外耀眼， 活

泼可爱， 为新学年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注入新的活力。 活动中， 禁毒专

员与同学们进行现场互动交流， 向

同学们详细讲解毒品的危害性和青

少年预防毒品的知识， 解读禁毒知

识及禁毒法律法规， 鼓励同学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努力学习，

积极同涉毒犯罪行为做斗争， 争当

禁毒宣传小卫士。

而在华阳小学林乐路校区， 毒

品预防教育活动同样热闹。 据统计，

活动中派发宣传资料 1000 多份，

禁毒宣传资料布袋 15 个， 小围裙

15 个。 禁毒专员还组织学生参观

禁毒宣传教育展架栏， 进一步增

强大家拒毒防毒意识， 激发师生们

积极参与禁毒宣传工作的热情。

林和街开展物流寄递业禁毒专项检查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

讯员 廖文波）

1~2月， 林和街禁毒

办联合派出所、 工商所等职能部

门，在辖区范围内开展物流寄递业

禁毒专项检查行动， 深入铺开禁毒

堵源截流工作， 遏制犯罪分子利用

物流快件及货运渠道贩运毒品。

行动中， 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了

辖区内快递经营网点和物流寄递

经营企业的物品收发登记、 视频

监控、开箱验视等情况，未发现涉

毒违法现象。 在行动中，通过宣传

进一步规范林和街物流寄递行业

禁毒工作秩序， 提高从业人员识

毒、 辨毒认知水平和安全防范意

识。

据介绍，今年以来，林和街联合

检查组共开展联合检查行动13次，

出动50多人次， 共检查50多个网点，

各部门发出责令整改通知书共计2

份，发出禁毒宣传海报共计150份，

为今后有效遏制毒品的流入、更

好地开展缉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讯员

廖文波 ）

为切实做好保障社区居民生命

财产安全， 打造和谐平安的社区环境，

近日， 雅康社区与怡苑小区联合开展夜

间治安隐患巡逻和排查工作。

夜幕降临， 灯火荧荧之际， 一支穿

着整齐、 全套装备的志愿服务队伍在雅

康社区怡苑小区附近的大街小巷进行巡

查。 这支队伍就是由社区居民和物管保

安组成的联防保平安巡逻志愿服务队。

据介绍， 之所以选择夜间进行巡逻是因

为不法分子在会夜深时分出没， 在夜间

巡逻更可以有效加强社会治安防控， 确

保社区居民生活有一个良好安定的环境。

夜间巡逻采取夜间不间断徒步巡逻

的方式， 重点巡查周边黑暗环境角落、

巡查主干道路、 居民小区楼栋楼道消防

安全隐患等。

巡逻队员每到一处都仔细进行巡查，

并叮嘱附近居民住户“夜晚关好门窗，

注意防盗”， 提高自身安全意识， 发现有

可疑陌生人， 一定要有警觉性， 发现异

常情况及时向社区和派出所报告。 针对

怡苑小区和名雅苑小区中间的横巷较暗，

居民在夜间路过横巷不安全的问题， 巡

逻队不仅加强该横巷的巡逻， 同时协助

怡苑小区在此加装了两盏路灯， 使横巷

更加明亮， 更加安全。

通过夜间巡逻志愿服务， 雅康社区

实现了辖区治安隐患排查的全覆盖， 有

效保障了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确

保了辖区的社会治安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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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辖区困难群

众欢度节日， 传递党和政府的关

怀和问候， 春节前夕， 花生寮社

区居委会开展了一系列春节慰问

活动， 为辖区内困难群众送上慰

问金。

从 1 月份开始， 居委干部一

户一户走访慰问了贫困家庭、 低

保户、 特扶家庭、 独居老人等，

慰问中， 对困难群众嘘寒问暖，

并与其家属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表示一定要更加关心困难群众的

生活， 随时了解他们的所急所

需， 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水平， 如

果有什么困难就找社区， 社区一

定尽力提供服务， 并送上了社区

的新春祝福。 困难户居民对社区

领导的关怀很是感动和感谢， 并

表示会坚定信心， 努力克服各种

困难， 过上幸福生活。

花生寮社区春节上门慰问社区困难户

花生寮社区情系社区困难户。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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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蒋毅槿 通

讯员 廖文波）

新春前夕， 林和西社

区党委继续大力做好社区服务工

作， 为困难、 患重病、 老党员送去

新春温暖慰问， 帮助他们度过一个

美满幸福的春节。

1 月 29 日， 林和西社区党委书

记庄丽凤带领慰问组先后到病重党

员、 困难党员、 高龄党员家中进行

慰问。

在病重党员王汉平家中， 庄丽

凤仔细询问了身体情况和生活情

况， 看到老人身患疾病， 但精神爽

利， 乐观开朗， 庄丽凤叮嘱他， 要

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注重身体情

况， 叮嘱有困难需求及时向社区反

映， 并留下联系方式， 对老人提出

看医生的需求， 现场安排社区家庭

医生， 必要时社区医生上门家访，

为病情的治疗提供专业的意见。

随后， 庄丽凤到困难户周建凤

阿姨家， 送上节日的关心和慰问

品， 交谈中详细了解了周阿姨的思

想状况和心理状态， 特别是周阿姨

提出： 多来年党和社区的关怀和照

顾让她有了自强不息， 乐于助人的

信心和勇气， 想为社区建设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庄丽凤说： “周阿

姨思想觉悟高， 可以鼓励带动更多

的社区老人参与社区党活动， 与社

会接轨”， 并邀请周阿姨参加近期

社区春节活动。 充分利用社区老人

资源， 让社区建设更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