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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雅尘） 日前，区妇幼
保健院举办2021年学前教育机构卫生保健工
作培训会。全区90家托幼园所负责人及保健
老师共计144人参加此次培训。

区妇幼保健院邀请重庆市精神卫生中
心心理医生作为本次培训的主讲人。主讲
人通过多个案例，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观
点看待儿童心理行为问题进行了培训。针
对儿童心理行为以及如何识别心理行为异
常等方面，主讲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呼吁家长、老师对儿童强迫症、抽动障碍、分
离性焦虑等行为异常情况应加以重视并积
极就医治疗。

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是公共卫生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学龄前儿童身心健康的重
要举措。此次培训重点围绕儿童心理健康展
开，对加强全区托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管理，
提高托幼机构卫生保健管理人员业务水平和
服务技能，预防和减少儿童疾病的发生和传
播，培养儿童健康的生活、行为、道德习惯，保
障在园儿童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积极促进
作用。

此外，培训会上，区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
人还对眼保健和托幼园所常态化疫情防控等
方面开展了实际适用的培训，对儿童近视的原
因、近视带来的危害、如何指导儿童正确用眼、
环境卫生消毒、幼儿膳食、晨午检等相关知识
进行了普及和培训。

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现场进行了网
络卫生保健合格考试。“通过培训，提升自己的
业务水平和服务技能，学习到的关于幼儿心
理健康、用眼卫生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用到
实际工作中。”参训人员李艳秋说道。

2004年，23岁的贺敏成为
跃进村街道的一名社区工作者，
从此扎根社区。

2021年，40岁的贺敏挑起
了社区党委书记这副重担。

17 年来，她为居民东奔西
走，排忧解难，把青春倾注在社
区这片沃土上，滋养出最美的
花朵……

扎根社区17年
甘做百姓贴心人
贺敏一天的工作，往往从早

上8点就开始了。
最近，为了入户宣传疫苗接

种，贺敏和同事们提前1个小时
就上班，做着准备工作。

“社区工作忙是真忙，但是能
被居民需要，觉得很有成就感和

价值感。”9月10日，贺敏成功帮
助居民协调好邻里矛盾后说道。

17年前，贺敏来到社区，如
今她早已成为社区居民的“主心
骨”。谁家有大事小情，都愿意来
找她商量，让她帮忙拿拿主意、想
想办法。

贺敏说话语速不快，轻声细
语，谈起社区的事情却是头头是
道。

马王街社区有21幢楼，884
户居民，贺敏几乎对每家每户的
情况都有所了解。可谁能想到，
17年前，她曾是个在居民面前说
话都会脸红的人。

2004年，大学毕业的贺敏来
到跃进村街道钢铁社区，从事党
建、财务等工作。

“当时我的一些朋友都不理解

我的择业选择。”回忆起来，贺敏笑
着说，其实那个时候她也有点懵，
不知道该怎么干、能不能干好。

让贺敏真正下定决心，把社
区当家、把居民当亲人来全心付
出的，是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她
的信任。

“虽然我对社区工作不太了
解，但是组织和居民都信任我，我
就要努力做。”贺敏说，在同事和
社区党员的支持和帮助下，她迅
速熟悉社区事务，成为居民口中
信任的“小贺”。

组建党建共同体
合力解决棘手事
如果说，2004年初到社区的

贺敏凭的是一腔热血，那么如今，
作为社区的“领头雁”，她靠的是

真本事。
面对社区居民日益多元化的

需求，贺敏意识到，从事社区工
作，仅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
要专业的知识和细致的服务。

贺敏带头联系了辖区社会单
位，组建起由7家重点社会单位
组成的党建共同体，协调解决好
社区“莎姐和议厅”的免费公益法
律咨询，并对接辖区医院，针对特
殊困难群体减免50％医疗费用。

“这是我们这个季度在‘莎姐
和议厅’里收到的居民反映案例，
其中已经解决了的占95％。”在社
区“莎姐和议厅”，贺敏向记者介绍
着免费公益律师接待成功案例。

前段时间，家住马王街的付
师傅怒气冲冲来到社区“莎姐和
议厅”，贺敏和公益律师接待了
他。原来，付师傅与父亲因为性
格原因，产生了矛盾，双方见面就
吵个不停。

贺敏和公益律师邀请父子俩
一起来到和议厅，进行耐心调解，
最终父子俩都认识到自己做得不
够好的地方，付师傅也保证会改
变对待老人的态度。

“像这样关于家庭、邻里之间
的矛盾，我们有时候一天就要调
解好几起。”贺敏笑着说，看到矛
盾消除后居民的笑脸，就是最大
的收获。

整治乱停乱放
畅通生命通道

下午3点，贺敏走出办公室，

来到辖区煤园路段，查看消防通
道整治效果。

煤园到马王街停车场路段附
近都是老旧小区，道路狭窄，车位
资源少，再加上部分车主乱停乱
放，导致消防通道严重堵塞。

“道路窄，车辆停放在路
边，东边一辆，西边一辆的，影
响消防车辆出入，存在安全隐
患。”……前段时间，在贺敏组
织的社区居民议事会上，不少
居民反映道。

会议结束后，贺敏绞尽脑汁，
思考解决方式。通过多次走访、
收集意见建议，贺敏第一时间协
调相关单位到现场研究解决方
案，最终敲定安装隔离桩和波形
护栏。

为确保整改行动顺利开展，
贺敏和同事提前在该路段贴出通
知，劝导相关车主配合整改；同
时，相关领导多次到现场查看，制
定整改方案，通过安装波形护栏
和设置隔离桩，划设消防通道标
志，确保这条居民出行的必经之
路畅通安全。

“消防通道畅通了，我们也放
心了。”对于消防通道整治，附近
居民纷纷表示支持。

贺敏说，目前社区正在开展
交通环道整治、高层雨棚拆除安
装等，下一步，社区还会协调修建
停车场、申请老旧房屋设施改造
等，更好地满足小区居民对美好
生活的期许。

（记者 文琰）

本 报 讯 （ 记 者 王
雯） 9月 13日，记者从区民
政局获悉，根据《重庆市民政
局关于开展“僵尸型”社会组
织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
求，从9月至10月，我区在全
区范围内开展“僵尸型”社会
组织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净
化我区社会组织发展环境，提
升社会组织发展质量。

近年来，全区245家社会
组织不断加强党建工作、提升
自身建设水平，在促进经济发
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
治理、助力脱贫攻坚、参与抗
击疫情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但也存在一些连续不参
加年检、不开展业务活动、无
法取得联系的“僵尸型”社会

组织。这些组织挤占社会资
源，耗费行政和社会管理成
本，存在潜在风险隐患，给社
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带来负
面影响。

目前，我区登记的应参加
2020年度检查（报告）的社会
组织有211家，实际参加182
家，参检率86%。

据介绍，此次整治范围主
要包括四类社会组织：连续未
参加2019年度、2020年度检
查（年报）的社会组织；自取得
登记证书之日起1年未开展活
动的社会组织；自2019年1月
1日以来，未按照章程规定的
业务范围对外开展业务活动
的社会组织；通过登记的住
所、法定代表人等方式无法取
得联系的社会组织。

对纳入整治范围的社会
组织，区民政局将根据实际
情况，对存在撤销登记情形
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
依法及时予以撤销登记；对
存在吊销登记证书情形的慈
善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依法

予以吊销登记证书；对符合
注销登记情形的社会组织，
业务主管单位督促并指导社
会组织成立清算组开展清算
工作后，按法定程序办理注销
登记手续；对可以通过整改激
活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等相关部门指导社会组织提
出合法合规、切实可行的整改
方案（包括改正、重整、合并、
更名等方式），包括具体的整
改措施、明确的整改期限和责
任人等，清除一批名存实亡的
社会组织，整改一批内部混
乱的社会组织，激活一批效
能不高的社会组织。

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本次专项行动按照“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分类进行
整治，涉及社会组织限期整改
的，由业务主管单位督促指导
完成整改；涉及社会组织变更
登记、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
书、注销登记的，业务主管单
位按照法定职责履职后，由登
记管理机关依法启动相应程
序办理。

贺敏，女，1981 年 5
月 出 生 ，今 年 40 岁 ，
2017 年 11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2004 年 11 月
参加工作后，贺敏先后
在跃进村街道钢铁社区
居委会、跃进村街道办
事处工作。2021 年初，
贺敏当选跃进村街道马
王街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扎根十七年“新任”即“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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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开展“僵尸型”社会组织专项整治行动
2020年度实际参加检查报告182家

关注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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