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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我市举办“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推广使用工作“成效擂台” 

 

近日，我市举办“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成效

擂台”。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学习

强国”青岛学习平台相关负责人和各区市党委宣传部有关人员参

加会议。 

会上，各区市党委宣传部围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

用情况，对今年以来的工作进展及成效进行了总结，重点分析了

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对照全省先进寻标找差，剖析问题根源，

进一步明确了下一步工作方向。 

会议强调，要落实好中央关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

用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持续抓紧抓实各项工

作任务。要强化目标导向，对照省考核指标、对标先进城市，把

差距找准、把措施找实、把问题解决到位，拿出业绩说话。 

会议要求，各区市、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好工作责任，实施项

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时效化管理，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地落

实落细，不断推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推广使用工作提质增效、

跨越提升，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市委讲师团） 



 

—3— 

〔经验交流〕 

 

市北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组合拳” 

打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攻坚战” 
 

市北区积极实施“党建引领一网治理”强基工程，突出党建

引领，坚持问题导向，拓展系统思维，出好一网治理“实”招、

共驻共建“妙”招、智慧赋能“新”招，以实打实的“组合拳”

推动文明创建任务落到实处，全力以赴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 

一网治理有“实”招。实施“党建引领一网治理”强基工程，

推动政法综治、民政、城管、信访、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应急

管理等人员、资源向网格倾斜，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提升基层治

理实效。充分发挥网格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志愿服务、问题巡查，以“党建引领一网

治理”工作实效赋能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 

共驻共建有“妙”招。创新建立“接榜”机制，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发挥“红色合伙人”等社会力量协同解决创城工作痛点

难题。发布《建功新时代 创城当先锋——致全区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的倡议书》，“红色合伙人”、驻区单位等纷纷“揭榜

挂帅”“兑诺践榜”，形成“部门调动、企业参与、街道得益”

热潮。其中，为解决哈尔滨路 3 号楼院外人行道下水管道破裂污

水横流、影响居民出行的问题，“红色合伙人”市北区得一堂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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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主动“接榜”，承担项目施工费用，并联系施工人员现场勘察

施工，将下水管道恢复原貌，彰显企业担当与为民服务情怀，受

到群众好评。 

智慧赋能有“新”招。用好用活“党群 e 家”平台，以智慧

力量赋能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借助平台“新闻互动”版

块，为辖区居民推送政策法规、新闻资讯等 1.2 万条，浏览量 10

万余次。在平台“邻里党群”版块，创新构建线上党员联系群众

社群，新建“楼道无小广告群”“人人都是小区卫生管理员”等

社群 175 个，群众围绕小广告回潮、卫生死角、环境脏乱等问题

发布话题近 1.4 万条，充分发挥居民自治、自主协商作用。针对

乱堆乱放、乱贴乱画、背街小巷环境卫生等问题，聚焦群众关切，

做实平台前端触角，建立“群众吹哨、街居响应、部门报到”机

制。截至目前，“党群 e 家”平台共收集群众“吹哨”反映周边

环境卫生、市容市貌、小区基础设施、楼道小广告、垃圾冒溢、

卫生死角等创城问题 9500 余件，办结率达 99%。 

（市北区委宣传部） 

 

李沧区抓实“五个强化” 

提升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水平 

 

今年以来，李沧区精准谋划、统筹推进，强基础、提素养、

扩优势、补短板，抓实“五个强化”，持续提升城区气质、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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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环境品质，推动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强化顶格推进，提升创建“引领力”。制定《李沧区创建全

国文明典范城市工作方案》，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挂

帅，任领导小组组长、指挥部总指挥，牵头召开全区工作会议 3

次，定期调度部署工作。落实区领导包街道责任，区领导带队实

地督导创建工作 40 余次。指挥部召开专题调度会议 10 次，各街

道、各责任部门“一把手”冲在一线，广大党员干部日夜奋战，

构建起全域联动格局。 

强化舆论引导，提升创建“凝聚力”。依托各级媒体平台，

积极宣传创建中的好做法、好成效。在中新社、大众日报、青岛

日报等中央、省、市级重点媒体推出新闻报道 170 余篇。在李沧

融媒等区融媒体平台开设“我为创城加一分”“争创文明典范城 

让李沧更美好”等专题专栏 5 个，策划推出融媒产品 300 余篇。

挖掘、发布文明典范城市创建中的典型事迹、先进做法，拍摄制

作《与文明同行》等宣传片 4 部。在区级媒体开设“曝光台”，

制作节目 15 期，曝光辖区内不文明行为，总点击量超过 70 万。 

强化督导考核，提升创建“执行力”。将创建工作情况纳入

区“摘星夺旗”考核及全区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对市督导组督

办问题，逐一分解责任，抓好整改。区级层面成立 3 个专项督导

组，每日进行全覆盖督导检查，编发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督

查通报 63 期。用好区数字化督查指挥中心，每天全覆盖督查采

集问题并分类督办。市督查反馈问题 858 个，完成整改 83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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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率 97.23%；区督查反馈问题 7633 个，区数字化指挥中心、

市民“随手拍”发现问题 4 万余个，整改率始终保持在 99%以上。 

强化重点攻坚，提升创建“战斗力”。建立环境卫生、“十

乱”市容问题等九大攻坚组，推动“一领域、一方案、一行动”，

累计开展活动千余场次、完成问题整改近 6 万个。举办全区开放

式楼院现场观摩会，推广开放式楼院精细化治理工作经验。开展

“农贸市场集中整治月”专项整治攻坚行动，以农贸市场为中心，

选取周边一个居民楼院、一条道路、一个社区，打造“四位一体”

示范区域。开展校园周边联合执法行动，着力消除校园周边不利

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因素。 

强化全员发动，提升创建“向心力”。发挥好 140 个新时代

文明实践阵地功能，常态化开展“文明引导在身边”等主题活动

500 余场次，带动 73 万市民踊跃参与。组织全区 179 个文明单位、

51 个文明校园与社区结对，常态化开展联创共建活动。组织学

生成立“吸烟劝导队”“卫生巡查队”等，开展“文明从脚下起

步，创城从你我做起”“我为社区出份力”等志愿服务活动。组

织成立物业行业“志愿突击队”，集中治理老旧小区创建中的“疑

难杂症”问题。培育“红烛”“微光”“如愿”等志愿服务队伍，

为创建输入“志愿红”力量。 

（李沧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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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州市深入践行“两创”方针 打造“山东手造”胶州样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重要指示要求，加快落实“山东手造”推进工程，胶州市立足

本地文化资源，瞄准文化创意、聚焦市场销售，推动“山东手造”

企业量产升级，着力探索打造“山东手造”的胶州样板。 

资源联动，挖掘胶州手造特色项目。充分挖掘手造资源，全

面梳理非遗资源、特色园区、重点企业、品牌产品等，建立起“胶

州手造”项目库，包含特色项目 53 个。依托“胶州手造”项目

库，积极探索“胶州手造+文化旅游”新业态、新模式，按照“规

模性的出口效益、规模性的线上线下销售效应、规模性的进景区

和服务区效应、规模性的品牌效应”要求，大力支持手造食品、

手造家具、手造装饰、手造机械等项目发展，纳入青岛乃至山东

手造重点企业、重点园区、重点项目。其中，发制品产业获评“山

东手造”重点培育产业，胶东街道谈家庄（传统制香）获评第一

批青岛市手造乡土名村。 

文创促动，赋能手造产业品质提升。将胶州文化元素植入手

造产品，让文化真正“活”起来。引导文化企业围绕黑陶、剪纸

等文化元素进行创意研发，打造具有胶州特色的系列文创产品。

山东孔子少海文化产业有限公司以胶州黑陶、胶州剪纸为核心，

将传统文化内涵与新时代文化需求结合，开发出了黑陶、剪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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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手造产品，涵盖黑陶工艺品系列、黑陶文房系列、黑陶茶道

系列、剪纸创意家居系列、剪纸创意服装等十大系列近百个产品。 

精品带动，品牌项目推介成果丰硕。推荐手造企业及产品参

加系列活动进行展览推广。在青岛首届手造节中，胶州蛋壳黑陶

高柄杯获手造艺术类金奖，孔子六艺文化园黑陶艺术馆馆长刘锦

波获评大赛手造名匠；第四届“泰山设计杯”山东手造创新设计

大赛中，蛋壳黑陶高柄杯获手造产品设计类优秀奖，胶州秧歌服

饰获手造服装设计类优秀奖；“山东手造·优选 100”遴选活动

中，宇康善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产品李墨药墨获提名奖；

孔子六艺文化园受邀参加 2022 第十四届中国（山东）工艺美术

博览会暨首届“山东手造”精品展，以蛋壳黑陶为特色的非遗产

品和文创产品亮相博览会。 

                                  （胶州市委宣传部） 

 

平度市擦亮“庄户学院”品牌 激发文明实践新活力 

 

平度市将蔬菜种植专业镇仁兆镇兴起的庄户学院模式进行

推广，打造传播农业科技、弘扬时代新风、倡树美德健康、深入

理论学习的大众平台，志愿者因人、因事、因时开展各类志愿服

务活动，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有活力、可持续、暖民心。庄户学

院入选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先进典型、《全国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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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组织构架，整合阵地资源“创平台”。建立市镇村三级庄

户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实践所（站）长兼任院长，

顶格推进庄户学院纵深发展。以激活共享为原则，整合党校、党

员活动室、科技基地、道德讲堂、农家书屋等阵地资源，打造

2000 亩科技示范园、200 亩高端果蔬实习基地、庄户学院助老“爱

心菜园”，作为宣传教育、传授科技、弘扬新风、助老帮困的文

明实践阵地，充分满足群众理论学习、文化活动等需求。 

组建讲师队伍，突出分类指导“扩师资”。充分挖掘培育有一

线经验的“土专家”“田秀才”“农状元”，整合党校讲师、机关干部、

道德模范、民间艺人、社会志愿者等，分门别类建立 1000 余人

的师资队伍，实现培训师资点题选人、对号入座。“种植高手”

和“草根专家”一起“现身说法”，将农业政策、农业技术“白话”“土

话”讲给老百姓听；党校讲师、机关干部等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

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地生根；以全国“最美

家庭”、山东省“五好文明家庭”成员王桂欣，“感动青岛”十佳道

德模范宋吉业等榜样群体为引领，聚焦“五为、五必到”，宣讲道

德故事、优秀家风家训，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精心设置课程，聚焦重点内容“习技术”。抓住关键人、关键

时、关键事，制定“庄户学院”菜单，群众“点技术”，志愿者“送

技术”。关键人就是专家、技术人员和土专家等志愿者和有需求

的种植户，明确谁来讲谁来听；关键时就是抓住农作物的“产前、

产中、产后”等重要时机，进行精准有效的技术指导；关键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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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种植规律进行讲解，解决群众技术种

植经验不足的现实问题。2019 年，开设盆景葡萄、大姜、芋头

等蔬果种植“脱贫套餐”，聘请当地“种植能手”担任“扶贫导师”，

向群众提供一对一授课。 庄户学院通过“脱贫套餐”帮助 100 多

个贫困家庭实现脱贫致富，帮助 600 多个困难家庭掌握一技之

长。 

突出特色培训，灵活课堂形式“明理论”。将课堂从固定会议

室、培训室流动到种植大棚、田间地头、群众炕头。“庄户剧团”“庄

户讲团”利用柳腔、地瓜戏、表演唱、三句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传播党的理论和国家政策，让理论宣讲“活起来”“动起

来”，让群众坐得下、听得进、弄得懂、记得牢。截至目前，“庄

户学院”累计培训农民达 11.5 万人次，颁发高素质农民合格证

3080 本。 

（平度市委宣传部） 

 

〔简  讯〕 

 

青岛西海岸新区创新开展二十四节气宣传。近日，青岛西海

岸新区精心策划打造《二十四节气里的西海岸》系列短视频，视

频采用“准纪录片”的叙事特色、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将西海

岸的历史文脉融入到节气文化当中，景深式展现时令文化千年传

承的魅力。同时，视频针对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受众对平台和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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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时段的需求，采用双语版本、电视媒体与网络平台融合传播策

略，进行电视、微信、客户端等全媒体、全时段覆盖播放，强化

视频传播效能。视频首发日点击量超 500 万，中国日报、齐鲁电

视台、观海新闻，以及国务院办公厅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发现美

丽中国”脸谱、推特、拼趣等海内外新媒体平台纷纷转发。 

（黄岛区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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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区(市)党委书记、宣传部长，市委宣传部

副局级以上领导 

发：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教育工委、市政府国资委宣传

部，各区(市)党委宣传部，市委宣传部机关各处室，市委讲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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