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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守初心 “办实事”勤落地
进楼宇入企业
倾听企业意见白领需求
自疫苗接种工作开展以来， 党群服务中
心迅速响应、迅速集结、迅速到位，不间断地
在楼宇（园区）内外和企业白领中展开疫苗
接种的宣传引导和组织动员工作。 楼宇党群
工作者放弃午休时间， 组成志愿者小分队在
疫苗接种白领午间专场的现场引导白领有序
地进行疫苗接种。 晚上又持续奋战在楼宇
（园区）内、户外广场上，充分利用白领下班
出楼的间歇进行宣传动员。
得知部分白领由于企业所在楼宇离街道
集中接种点距离较远， 接种不方便的实际情
况， 楼宇老师积极与街道防疫指挥部沟通，寻
求解决方案，安排专车接送白领进行接种。 外
籍高管多、 港澳台白领多是曹家渡楼宇 （园
区）的一个特点。 楼宇党群工作者克服接种名
额紧俏、语言沟通不便等困难，进企业沟通衔
接，安排接种细节，指导线上注册预约，主动带
队陪同前往指定地点接种， 服务到位到心，积
极为疫苗接种工作贡献力量，用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筑牢楼宇（园区）疫情防线。

找准问题 补好短板
帮助企业持续良性发展
楼宇党群工作者始终把坚持创新， 优化
营商环境，提升企业满意度放在首位。 通过主
动拜访找准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梳理汇总，对接资源，陪同区、街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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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渡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积极贯彻
落实街道党工委工作部署要求，认真践行“人
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
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持续推
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5 月 20 日 ，50 多 位 社 区 青
年、 楼宇白领来到曹家渡街道社
区党群服务中， 参加 “同心·同
行·牵手百年”520 单身白领联
谊会。 各行各业的青年才俊相聚
于此， 他们的信息在大屏幕滚动
播放，其中还有警察叔叔的身影。
大家首先通过观看视频，分
享了一对牵手成功青年的幸福。
唐凌峰在致辞中勉励大家把握新
时代新机遇， 努力耕耘， 奋力拼
搏，用初心、贴心、暖心和决心去
寻找爱、发现爱、收获爱，获得事
业和家庭的双丰收。
在随后的游戏交友活动中，
大家通过广告词配对 分 成 了 7
个小组， 以小组为单位分别参加
了中心 “七彩课堂” 系列游戏：
《永不消逝的电波》（红色经典
课堂）、重走长征路（金色书记课
堂）、 弄堂小游戏 （紫色素质课
堂）、阿 Sir 的故事（蓝色法规课
堂）、 气球派对 （橙色志愿课
堂）、 带你去旅行 （绿色生态课
堂） 和心有灵犀 （青色廉政课
堂）。 各行各业平时忙于事业埋
头工作的青年人在做游戏中增进
彼此的了解，擦出爱情的火花。
“520 为爱出发”项目是街道
“红色引航” 区域化党建品牌的主
打项目，从 2017 年启动至今，已经
连续举办五届了，包括 2020 年疫情
防控期间的线上直播， 搭建了单身
白领展示交流、 寻求有缘伴侣的平
台。通过坚持举办该项目，中心践行了“我为
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初心和承诺。

白领下载电子书

营商团队走访企业，积极提供最新企业注册、
税收减免以及政府扶持等优惠政策， 助力企
业补短板、化难题。 加强对受疫情持续影响行
业企业的关心和支持，定期在楼宇（园区）内
开展“政策进楼宇”惠企系列讲座。 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市区两级政府就业政策推送、
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政策解读、 职工工会
医疗保险理赔须知、企业人才招聘会、再就业
扶持政策宣讲等精准的讲座选题， 件件落在
了白领的心坎上，场场送到了楼宇企业身边。

技术赋能
不断提升为企业办实事能级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越来越多的数字化
应用出现在楼宇企业和白领身边。 智慧广场的
有声听书墙，889 广场的电子书免费下载阅读

机等，让楼宇（园区）白领享受到了智慧城市带
来的学习便利。 一网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受理一
体机的引入，将医疗、文化、助老、休闲等服务融
为一体，实现资源与功能的共享共建。 楼宇党群
服务站内的妈咪小屋、 白领心理关爱等服务的
设立和配送，针对不同白领的不同需求，提供高
品质的升级服务。 用好“互联网 +”，让更多资
源落到楼宇（园区），落到白领身边，将“为群众
办实事”办得更好是街道的首要目标。
下一步， 曹家渡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将持续高效地把学习党史同为企业服务结合
起来，聚焦企业“急难愁盼”的问题，坚持广
泛问需、精准实施，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企
业工作，让楼宇（园区）企业和白领在曹家渡
这个“大家庭”中体会到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党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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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同心同行 送学上门

“党 史+沉 浸 式 角 色 体 验 ”教 育 活 动

近日，曹家渡街道辖区内的楼宇（园区）
党群服务站各站点每到中午时分就人头攒
动， 曹家渡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了进一
步高标准、高质量的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满足楼宇（园区）“两新”党员了解党史、认
识党史、学习党史的需要，开展了为楼宇（园
区）“两新”基层党支部和党员配发党史学习
教育书籍的“送学上门”活动。
为了更好地服务楼宇 （园区）“两新”党
员群众，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楼宇党群工作者们主动跨

前，送书、送服务进楼宇、进园区，把党史学习
教育书籍配送到楼宇内的党群服务站内， 方便
“两新”党组织党员就近领取书籍，受到了党员
们的一致认可和好评。部分白领群众也跟随党员
同事们一同来到党群服务站，表达了想领取党史
教育书籍阅读学习的愿望。精美成套的党史教育
学习书籍和热情好学的企业白领党员， 使楼宇
（园区）沉浸在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中。
4月以来，党群服务中心按照《曹家渡街
道党工委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
案》要求，依托分布在楼宇（园区）内的党群

服务阵地为平台， 充分发挥各阵地党建特色
品牌的功能融合作用，在楼宇（园区）内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不断推
动学习教育入楼、入脑、入心。“党史 + 戏曲”
“党史 + 人物传记读书会”“党史 + 剧本创
作”“党史 + 沉浸式角色体验”“党史 + 红色
电影”等多元化教育活动形式，以白领们自己
喜欢的方式学习党史，传承红色精神、提升自
身修养，助燃楼宇（园区）党员和白领学党
史、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热情。
（党建办）

接种有“专场” “组团”打疫苗
□ 记者 廖荩薇 整理报道
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全面启动以来， 针对
辖区楼宇白领工作忙、时间少的现状，街道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积极回应楼宇园区企业和白
领的接种需求，开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延平路 341 号两处临时接种点。 在疫苗接种
点，协调增设午间白领专场，提供绿色通道服
务，组织白领组团打疫苗，实现打针、工作两
不误，得到企业和白领的热烈欢迎。 智慧流动
接种车三次来到曹家渡街道， 提供新冠疫苗
免费接种服务。

开设午间专场 方便楼宇白领
楼宇党群工作者“楼小二”化身“防疫健
康大使”，积极走访联系各楼宇园区，“线上 +

智慧流动接种车

线下”广泛宣传政策，做好登记预约。 疫苗接
种现场全程有序指引，尽全力提供最便捷、暖
心的服务。 日常保持与企业白领实时互动，倾
听问题咨询，及时跟踪反馈接种情况。 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摸准企业白领需求， 把服务送到
“心坎”上，有效促进了白领满意度的再升级。

在金融街工作的白领张女士表示：“我本
来工作比较忙，没时间出来接种疫苗，现在在中
午休息时间就能打， 加上留观的时间，40 分钟
基本搞定，中午专场让我们既满意又感动。 ”
智慧广场白领王先生完成接种后表示：
“整个接种流程非常方便快捷，打针过程中没
什么感觉，感谢医护人员和志愿者。 ”
为确保从业人员新冠疫苗应种尽种，楼宇
党群工作者每天中午和晚上在楼宇大堂或园
区出入口，做好接种工作的组织发动，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继续提供热心、暖心、贴心的服务，
齐心协力共同构建坚实的新冠病毒免疫屏障。

疫苗“多跑一步” 群众“少走几步”
为方便居民就近、快捷接种疫苗，智慧流
动接种车三次来到曹家渡街道，分别在 889 广

场写字楼门口和静安区工人体育场门口，提供
新冠疫苗免费接种服务，共完成接种 1878 剂。
在接种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全力保障。 引导台协助扫码登记，填写知情同
意书；预检台提供专业疫苗接种知识答疑，告
知注意事项；留观区严格执行留观要求，安排
专人核对时间。 120 保障救护车紧邻留观区，
当出现接种后不良反应时能够快速处置。
经过严格规范消毒的车辆内部设置了接
种台，配备了冷藏箱、空调等硬件设施。 两个
车门作为入口和出口，保证接种全流程便捷、
安全、可靠。 市民只需带上个人身份证，拿着
智能手机便可直接前往登记接种， 仅需两三
分钟即可完成接种，便捷高效。
为方便距离接种点路程较远的居民往
返，街道专门配备了疫苗接种免费接驳车，定
时定点接送居民接种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