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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着助力苏州工业园区“一区四高
地”建设的使命和街道3万失地农民的美
好期盼，历经长达3年的接力跑，娄葑街
道联创产业园项目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
展。11月2日上午，联创产业园项目开工
典礼在东富路45号举行。苏州工业园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丁立新，园区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刘小玫，恒泰
控股集团董事长余国华，娄葑街道党工委
书记傅刚共同为项目培土奠基，为谋篇布
局“十四五”规划期间娄葑集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落下了“关键一子”。

联创产业园项目是娄葑村级集体资
产谋求“提档升级”的一个缩影。该项目
由街道12个动迁社区成立社区股份合作
联社，共同投资4.3亿元在东富路45号地
块高标准重建集绿化、景观、共享空间为
一体的现代绿色产业园。全新规划设计
的10.2万平方米载体，较之原先2.3万平
方米厂房，土地集约利用效能提高近5
倍。项目地块北邻园区行政商贸中心，南
邻科教创新聚集区，地理位置优越。建成
后，联创产业园功能上将匹配大多数中高
端产业，定位上将实现与园区整体规划发
展的有效融入，为园区新兴产业的溢出提
供优质载体和配套服务，在和园区产业发
展的高度同频共振中更加有效应对激烈

的市场竞争，实现资产质效的双提升。厂
房满租的情况下，项目每年租金收入预计
可达2500万元。

开工典礼上，傅刚全面介绍了娄葑街
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成效和联创产业园
项目情况，并代表娄葑街道党工委和办事
处，向3万失地农民表达了街道推动集体
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心和信心，向长期以来
关心指导联创产业园建设的各方致以衷

心感谢。
娄葑是园区开发建设挖起第一锹土

的地方，每一锹土背后都有3万失地农民
腾房让地所作的巨大贡献。村级集体经
济是保障和改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重
要保障，娄葑坚守发展为民的初心，多年
来坚持“精耕细作”这块责任田。目前街
道村级集体经济已经拥有各类载体64万
平方米，账面资产18亿元，净资产11.3亿

元，入驻企业超过500家，年资产收益率
超10%。这串数字成为了反哺失地农民
民生和动迁社区治理的源源活水。2019
年，各动迁社区合作社分红2022万元，发
放惠民福利2770万元，反哺“431”“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智能技防”等社会治理领
域共847万元。

中流击水，奋楫者先。多年来，街道
村级集体资产不甘守成、自加压力，主动
融入园区经济发展大局，在提质增效、多
元发展、抱团出海方面探出了新路，先后
股权投资元禾原点基金、投资泾园商业
体、参股物业公司混改等。具有代表性的
联创产业园虽然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一
系列难题，但在园区领导、相关部门和兄
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成功完成了“障碍
跑”，收获了“风雨后的彩虹”。特别是在
园区恒泰控股集团的全力合作下，这个开
启园区现代企业制度与农村专业股份合
作制之间交融嫁接先河的项目，成功走进
了属于自己的历史方位。

作为项目代建方代表，余国华表示，
恒泰建设团队将发扬锐意创新、顽强拼搏
的“硬核”作风，全力打造精品工程和标杆
项目，向娄葑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为
娄葑集体经济发展和园区产业转型注入
强劲活力。 娄小轩 陈煜

集体经济发展“提档升级”再出发

娄葑街道联创产业园项目正式开工
11月2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开展“倡导垃

圾分类新时尚”专题理论宣讲。从“扔进一个筐”到“细分
四个桶”，垃圾分类涉及每一个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今
年以来，街道围绕《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从源
头分类、分类收运、宣传发动和措施保障四方面着手，全
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
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目前，
娄葑街道117个小区已有60个小区启动垃圾分类“三定
一督”模式，居民垃圾分类习惯已经逐步养成，垃圾分类
减量已初见成效。下一步，街道将严格落实责任人制度，
持续稳步提升“三定一督”小区覆盖率，坚决打赢生活垃
圾分类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娄小轩

娄葑街道倡导垃圾分类新时尚

11月7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惠邻微讲堂”公益活
动走进东港二村社区。本次活动邀请了斜塘学校的顾舟
群老师，为辖区内的亲子家庭普及“让阅读成为我们的习
惯”的相关课程。

活动中，顾舟群结合PPT生动地讲解，带领青少年
们走进绘本的童趣世界。彩色的插图吸引了青少年们的
目光，顾老师循循善诱地讲述着绘本故事，大家不禁听得
入迷。绘本导读环节结束后，顾老师向大家重点讲述了
亲子阅读是以书为媒，以阅读为纽带，让孩子和家长共同
分享多种形式的阅读过程。许多家长表示，原来亲子阅
读有这么多好处，以后在家要培养这种阅读习惯。 周倩

东港二村社区培养孩子读书习惯

社区资讯

东港二村社区：手绘环保袋 传递绿色梦
为了增强青少年的环保意识和动

手能力，10月31日下午，苏州工业园
区娄葑街道东港二村社区校外辅导站
联合星港学校二（3）中队开展了“手绘
环保袋 传递绿色梦”主题创意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为青少年讲
解绘画色彩的运用，随后进行了技巧

讲授并示范了方法。同学们听完讲解
后，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画笔、打开颜
料，充分发挥创意和想象力，创作了属
于自己的环保袋。他们有的画出了青
山绿水的美丽家园，有的画出了垃圾
有序分类的美好景象。手工活动结束
后，同学们纷纷拿着自己亲手绘制的

环保袋合影留念，脸上洋溢着满满的
自豪与满足。

此次活动不仅让青少年体验到创
意手工的乐趣，提高了青少年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还让青少年
进一步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

周倩

为贯彻落实街道对安全生产工作
的相关要求，10月28日下午，苏州工
业园区娄葑街道葑塘社区组织召开安
全生产专题宣讲活动，葑塘工业区内
各企业单位安全员、徐家浜店面负责
人及小区物业人员参加了本次学习。

宣讲中，“红色管家”志愿者王洵向
各单位负责人、广大社区居民朋友们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
的重要论述，树牢“隐患就是事故，事故
就要处理”理念，深刻汲取外地失火事
件教训，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有

效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全力维护安全稳
定局面。此次宣讲，旨在增强辖区居民
安全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促进安
全生产水平提升和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好转，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方侃奕

葑塘社区：开展安全宣讲提高安全意识

为积极响应全市推行生活垃圾分
类减量工作，日前，苏州工业园区娄葑
街道东港二村社区正式推行生活垃圾
四分类“三定一督”运行模式，呼吁居
民养成主动分类、自觉投放的绿色生
活习惯。

前期，社区为了更好地推行垃圾
分类做了充足的准备。第一步，安洁

物业将小区内的垃圾桶按照时间节点
逐步撤除，采用工厂拼装、整体运输、
现场吊装设置垃圾分类归集房；第二
步，由网格员将小区垃圾分类点位、投
放时间及相关宣传资料通过上门的方
式发放给每一位居民，并在每个楼道
张贴一张彩色倡议书，确保做到宣传
全覆盖；第三步，通过“红管”志愿者及

垃圾分类督导员在垃圾投放点劝导、
督促，不断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有
效提升分类质量。

下一步，社区将有序推动“三定一
督”模式，促使居民自觉参与到垃圾分
类的行动中来，真正将垃圾分类落到
实处，推动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环
境建设。 周倩

东港二村社区：“三定一督”促进居民主动分类

泾园北社区：深化廉政教育 激扬清风正气
为推进社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引导社区在职党员以及工作人员树廉
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廉洁之人，11
月2日，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泾园
北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在社区三楼
会议室召开了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
议。

会议组织学习了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并集中观看了《廉政中国之古镜今
鉴，正风反腐》警示教育片。该片以纪
实的手法、真实的事例、详实的采访以
及丰富的资料，让大家深刻认识到无
论是不断更迭的朝代、流传千古的经
典，还是进步发展的社会、持续创新的
制度，始终都是将亘古不变的廉政精
神作为前进的核心。同时，会议强调，

全体与会人员要结合工作实际，以实
际行动营造风清气正、清正廉洁的良
好氛围，并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强烈
的责任担当坚定有力地做好社区疫情
防控、安全生产、垃圾分类、人口普查、
房差款、医保参保等各项工作，学好用
活“学习强国”平台。

高翔

通园路社区：童心向党 青少年和祖国共成长
11月8日晚，苏州工业园区娄葑

街道通园路社区携手蒲公英文化社区
服务中心开展“童心向党——我和祖
国共成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践
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老师通过PPT为
小朋友讲解了国旗、国歌的由来意义，

穿插趣味小故事进行党史国史教育。
大家一同观看视频，回顾全国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历程，了解抗疫英雄们
的先进事迹，学习功勋模范人物忠诚、
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传承抗疫精
神。

在动手环节，小朋友与父母一同

动手，制作“小红军包”和“红五星礼
帽”。拼装、配色、剪贴、组合缝纫……
不一会儿，一个个“战斗小英雄”全副
武装，集结完毕。活动最后，小朋友们
在老师的引导下，一起唱起了国歌，为
祖国母亲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管敏敏

娄葑资讯

日前，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东港家怡社区关工委
携手社区组织、“红管”志愿者，共同组织开展了主题为

“巧手制作重阳糕 传递浓浓敬老情”的亲子活动，社区
20户亲子家庭参加了活动。

小居民们在“红管”志愿者的指导下，完成了脱模以
及包装工作。眨眼功夫，一盒盒包装精美的重阳糕就堆
满了展示台，居民们的脸上也堆满了幸福的笑容。

活动的尾声，“红管”志愿者将做好的重阳糕送到了
社区高龄老人家中。一块小小的重阳糕，拉近了社区与
居民之间的距离，让居民们感受到了尊老敬老的重阳情
意。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承爱老、敬老的社会好风
尚，东港家怡社区一直在努力。 顾丽琴

东港家怡社区传递浓浓敬老情

日前，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官渎社区党总支开展
“党员关爱基金”活动，走访慰问低保户、低保边缘家庭。

朱金宝家庭是社区的低保户，他本人丧失了劳动能
力，家庭特困。社区工作人员与朱金宝亲切交谈，详细了
解他及家人的身体情况、生活状况以及在生活中所遇到
的困难，同时向他家送上党员关爱基金。社区工作人员
表示，会随时了解关注朱金宝家庭的生活，切实帮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面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朱金宝连声感谢。
他表示，有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自己一定会保持乐
观的心态好好生活。

此次走访慰问活动，充分体现了党组织对社区低保
户的关爱，使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张达

官渎社区党总支
开展“党员关爱基金”活动

为了更好地宣传垃圾分类理念，日前，苏州工业园区
娄葑街道官渎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垃圾分类，组织“红管”
志愿者、网格员、社工等开展垃圾分类志愿宣传活动。

志愿者们沿街入户走访，积极向店铺商户和居民群
众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绿色、低碳、环保、安全、卫生
的文明理念，发放宣传彩页和环保购物袋，提高群众对生
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认同感，引导群众提高垃圾分类
意识，自觉养成做好日常垃圾分类的生活习惯。此次活
动累计发放宣传册及环保袋各500余份，普及了垃圾分
类常识，得到了广大居民的支持，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效
果。 张达

官渎社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为了进一步加强秋冬季节疫情防控工作，做好青少
年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提升青少年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11月7日上午，娄葑街道星湾社区联合园区幸福互助服
务社开展青少年防疫培训。

此次培训分为宣传讲座和实操学习两部分。社区
“红色管家”志愿者老师首先通过展示图片、播放小视频，
给孩子们生动讲述了历史上几例“鼠疫之战”，列举了当
时政府为阻止疫情蔓延采取的各项举措，回顾了我国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颂扬了一线防控人员的无私付
出。用古今结合的方式，对成功的历史与未来的潜在威
胁进行充分解说，帮助孩子们理解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
重要性和具体方法。随后，孩子们来到户外小广场，学习
喷洒应急消毒药物设备的操作，真正体验了防疫工作的
不易和必要性。 郑慧 陈旭

星湾社区开展青少年防疫培训

为丰富社区居民精神文化生
活，提升文化素养，繁荣社区文化，
10月27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娄
葑街道葑谊社区大剧场里的好戏
准时开演，“夕阳红”艺术团的志愿
者们为社区居民们带来了演出，送
来了欢乐。

本次演出，葑谊社区夕阳红艺
术团创作了垃圾分类说唱节目
——《大家一起动，苏州会更美》。
为创新垃圾分类宣传形式，以更简
明易懂的方式让居民们了解垃圾
分类，夕阳红艺术团推出了这首原
创歌曲，将垃圾分类与普通居民的
生活联系在一起，在轻松跳跃的节
拍、便于记忆的韵脚之间，传递了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理念。
葑谊社区一直致力于精神文

明宣传工作，通过自编自导的节
目，为居民带来喜闻乐见的表演，
加强了居民与社区的沟通，形成浓
厚的社区文化氛围，提升了居民群
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陈涛

居民共享文化生活

为进一步提高社区居民对垃
圾分类的认识，调动社区居民参与
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不断扩大垃圾
分类宣传范围，日前，苏州工业园
区娄葑街道星湾社区开展了“垃圾
分类入户 上门宣传入心”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红色管家”志愿
者、网格员、楼道长以及居民志愿
者都积极地加入到了这场活动中。

活动中，社区垃圾分类志愿者
积极向居民介绍分类知识以及如
何开展生活垃圾的回收和投递，并
现场发放了垃圾分类宣传册，引导
居民从小区环境卫生、文明生活的
角度来了解垃圾分类、支持垃圾分
类。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人员也告
知居民，由于进入秋冬季节，综合
考虑天气等原因，小区自10月1
日后，晚上投递垃圾的时间由原来
的18：30-20：30调整为18：00-
20：00。

此次活动有效增强了居民的
垃圾分类意识，真正做到垃圾分类
齐动手、保护环境共行动，让文明
新风吹入千家万户。 邹秀叶

入户宣传垃圾分类

为进一步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激发社区党员爱国精神，日前，苏
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葑塘社区党
总支开展“学习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主题
党日活动，各支部全体党员参加。

会上，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贾秀堂从“沧桑巨变71年、中国进
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迈向高质
量发展之路、筑梦新时代”四个方
面，带领全体党员回顾了中国共产
党成立99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1周年的伟大成就，以及成
就背后的伟大力量和光辉历程。

“‘抗疫精神’本身带给我们的
是奋斗精神，是自强不息、与命运
抗争的精神，我们要将这种精神贯
穿始终。不管是面对疫情，还是工
作中各种各样的挑战，要把强大的
精神力量化为积极进取干事创业
的动力，在社区的建设中发挥好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总支
书记叶峰指出。 塘轩

弘扬伟大抗疫精神

泾园北社区：营造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
为大力弘扬孝老敬老传统美德，

进一步营造爱老助老的良好氛围，今
年重阳节，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泾
园北社区延续历年传统，为社区内70
岁以上征地老人发放重阳糕及慰问
金，向老人们送上最诚挚的节日祝
福。

泾园北社区党委高度重视此项传

统，提前组织部署订糕、发糕工作，结
合老年人的口味偏好、身体状况等因
素，订购了深受老人喜爱的“老字号”
黄天源的糕点。因老年人信息获取渠
道较少，社区“红色管家”采取了奔走
相告的“笨办法”，让社区每一个老年
人都能知晓活动情况。当天，社区“红
色管家”还提醒老人们在领取后不要

空腹食用，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应谨慎
食用。

青年社工送上糕点和祝福，让社
区老人们感动不已。老人们心怀感激
地表示，语短情意重，钱物或是礼物远
远比不上晚辈的一声问候，感谢社区
青年社工为他们送上的关心和快乐。

高翔

为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文化精髓，丰富社区居
民文化生活，10月28日下午，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葑
谊社区在所辖小区夏家桥118号的宴会厅内开展了文艺
演出。

伴随着男声独唱《敢问路在何方》，演出正式开场，随
着激昂的旋律唱响，引来观众掌声不绝。紧接着，沪剧
《家》、女声独唱《大海啊故乡》、笛子独奏《扬鞭催马运粮
忙、双脚踏上幸福路》等16个节目连番上演，表达了社区
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演员们的唱腔宛转悠扬，表演
精彩绝伦，观众看得津津有味，过足了戏瘾，直到演员谢
幕还不愿离去，纷纷询问下次演出的时间。

整场演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演员志愿者们表
演十分投入，观众热情高涨，既展现了社区失地农民的风
采，同时，更潜移默化地营造了道德新风尚、和谐新社区
的良好氛围。 陈涛

葑谊社区文艺演出弘扬传统文化

梅花社区：重温红色经典 传承红色基因
11月7日，苏州工业园区娄葑街

道梅花社区党委组织全体党员开展
“重温红色经典，传承红色基因”红色
参访活动，与老党员重踏先烈足迹，重
温红色峥嵘岁月，追寻初心使命，共80

位党员参与了本次活动。
党员们一面感受着古时吴地的风

土人情，一面了解冯梦龙廉政勤政、亲
民爱民的事迹，感知其“为民、务实、清
廉”的廉政精神。同时，党员们还体验

了实景互动屏，听取了千里之外的导
游现场讲解戴清亭和东坝的故事。随
后参观了郑和纪念馆，馆内通过资料、
照片、雕塑、模型系统地展示了郑和的
生平事迹。 苏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