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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街组织学习典型事迹专题节目《榜样4》

汲取榜样力量 向平凡英雄致敬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根据市委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要求和街道主题教育实施

方案，前进街党工委认真按照上级组织

要求，将组织观看反映优秀共产党员和

先进基层党组织典型事迹的专题节目

《榜样 4》 作为深化主题教育的重要举

措，采取多种形式和措施，不断将主题

教育引向深入。 通过集中组织观看、个

人自学的方式进行学习，全街分组集中

组织、个人自行观看，约 700 人参加。

高度重视 严格落实

中央组织部推出《榜样 4》正值第二

批主题教育深化之际，该节目通过典型

事迹再现、嘉宾现场访谈、重温入党誓

词等形式，集中彰显优秀共产党员坚定

信仰、担当作为、服务群众、无私奉献的

精神风貌，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人“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执着坚守，对全国

广大党员如何坚守初心担当使命具有

鲜明的指导作用。 街道党工委高度重

视，迅速布置街属各党支部将观看《榜

样 4》 纳入主题教育学习活动的重要内

容，纳入党员组织生活，采取多种形式，

确保在全街基层党组织实现全覆盖。

领导带学 感悟初心

10 月 30 日上午， 前进街党工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将《榜样 4》 作为学习重

点， 认真组织专题学习，“吃亏书记”李

连成、“扶贫之花” 黄文秀，“劳动模范”

唐真亚、“环卫天使”李萌、扶贫“硬汉”

隋耀达、 嫦娥四号任务党员群众代表，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例子，诠释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街党工委书记李

明同志要求街道党员干部以他们作为

学习的榜样，将他们的先进事迹铭记于

心，见贤思齐，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带头学习、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查研

究，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社区建设和发

展的意见和建议，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 群众的小事自然就是自己的大

事，必须踏踏实实为民解决好。

积极动员 广泛宣传

结合前进街实际， 积极动员党员

群众加入到学习队伍中来， 不断创新

学习方式， 巩固学习成果； 利用多媒

体投影、 手机视频等组织在册党员、

流动党员集中观看视频， 并在观看结

束后开展讨论， 交流学习心得， 会后

撰写心得体会， 对于无法集中观看的

党员， 采取个人自学的方式， 并将学

习情况发到支部交流群， 确保党员学

习全覆盖、 无死角； 利用街道党群服

务中心的 LED 高清大屏循环播放专题

教育片， 吸引了不少在前进文化广场

活动的群众驻足观看， 扩大受众群体，

不管是退休老人家还是小孩子， 无一

不被片中的平凡英雄所感动； 主动送

学上门， 对于年老体弱， 不懂操作互

联网观看的老党员利用上门探访的机

会， 主动用手机播放给老人观看， 老

党员们看得热泪盈眶； 各社区党支部

将学习 《榜样 4》 融入日常工作、 融入

社区活动， 在开展日常巡河护河行动、

登革热防控、 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时，

一并邀请参加回社区报到开展服务的

在职党员、 社区志愿者一起观看， 用

片中人物的先进事迹激励着党员群众

践行“工作在单位、 服务在社区、 奉

献双岗位” 理念。

据悉， 接下来前进街道党工委将

继续坚持“守初心、 担使命、 找差距、

抓落实” 的十二字总体要求， 向榜样

学习、 向榜样看齐， 汲取他们的精神

力量， 以更加强烈的政治责任感、 历

史使命感， 和炽热的工作热情投入到

平凡的岗位上，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 不断巩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成果， 促进街道各项工

作的高效开展。

前进街道党工委赴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实地参观学习

追寻红色足迹

发扬红色精神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唐硕

)按照中央

和省、市、县委的统一部署要求，为不断

丰富主题教育内容，扎实有效推动主题

教育走深走实。 近日，前进街道党工委

组织街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成员、机关党支部、机关二

支部、执法队党支部全体党员、社区党

组织书记、“两新” 组织党员约 60 人到

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实地参观学习。

通过馆内志愿者的专业讲解、观看

1958 年毛主席视察棠下的珍贵影像和

图文资料等，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的光辉事迹， 重温革命峥嵘岁月，重

走伟人足迹，各位党员干部深深感受到

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心系群众、勤政为

民的博大胸怀和朴实作风，尤其是毛主

席在棠下提出“当干部要关心群众生

活，要走群众路线”的指示精神，更是让

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坚持走群众路

线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前进街道约

60

人赴毛主席视察棠下纪念馆实地参观学习。 通讯员供图

前进街第三季度灵活就业补贴申领工作圆满结束

逾 300人申领灵活就业补贴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唐硕 通讯员

前进街人社中心）

为鼓励就业困难

群体通过灵活就业的形式实现就

业， 前进街人社中心积极落实社保

补贴政策， 让每个符合条件的居民

都能享受优惠政策。 第三季度申领

数据显示， 前进街灵活就业补贴申

领人数达 320 余人， 新增人数 28

人， 预计发放社保补贴 57 万余元。

在补贴工作实施中前进街人社

中心做到了“三个注重”。 一是注重

部署。 国庆长假结束后首个工作日，

前进街人社中心就开展灵活就业社

保补贴工作。 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

进行， 前进街人社中心灵活就业补

贴小组召开了部署工作会， 在总结

上个季度的工作经验基础上， 再次

解读政策、 梳理审核步骤和假设多

种特殊情形， 以便更好地提高业务

经办水平，更高效地进行申领工作。

二是注重审核 。 首先判断户

籍、 年龄等条件， 然后紧抓是否属

于就业困难人员、 是否从事灵活就

业以及社会保险是否按时足额缴

纳等数条数据， 认真审核申报材

料。 人工审核要求前进街人社中心

的工作人员做到心细、 手勤、 有高

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 工

作人员力求万无一失， 每日下班前

反复核查当天的申请材料， 这样能

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弥补。 后期将

对申报资料进行建档， 及时掌握动

态变化情况， 跟踪指导。

三是注重服务。 在业务办理过

程中， 前进街人社中心工作人员热

情周到的接待， 为前来咨询的灵活

就业人员解答疑惑， 提供了优质的

服务。 补贴申领截止期临近时，还有

非常多的居民没前来申请， 补贴小

组决定对比上个季度的申领人员表

格， 逐一筛查出本季度符合条件但

仍未申请的居民，逐一电话通知，做

到“应办必办、不漏一人”，主动帮群

众做好服务受到了一致好评。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是政府的一

项“民生工程”，前进街人社中心本

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把问题

逐一解决， 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享

受到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 保证人

民群众的切实利益， 让群众感受到

了温暖与关怀。 前进街人社中心工

作人员纷纷表示，始终牢记“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将不断总结经验，努

力做好下个季度的补贴申领工作。

机关党支部党员观看专题节目《榜样

4

》。 社工站党员观看专题节目《榜样

4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