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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播报台 

本周，全市新增注册志愿者 1025 人（目前全市注册志愿者

75.8 万人）。全市各级团组织以纪念建党 96 周年为主题，开展

社区集中志愿服务、党建团建知识宣传等志愿活动 260 场次，发

动志愿者 9500 人次。7 月 1 日，团市委联合市行政服务中心团

委共 35 名团干部到外环东路开展“路长制”工作，到狮子巷社区

慰问困难职工和残疾人，组织 13 支志愿服务队 70 余名志愿者到

度假区滨湖社区开展爱心义诊、移动业务优惠、消防知识宣传、

口腔预防保健等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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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动态 

志愿助力文明城市 坚决打赢创建决战 

（吴兴团区委） 

今年以来，吴兴团区委紧紧按照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决战决胜

的部署要求，以“四亮一争”活动为载体，思想同心、目标同向、

行动同力，从队伍建设、组织管理、服务开展等方面入手，带领

全区广大青年和志愿者，积极服务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中心城提

质工作。3·5 期间率先发布全省首个青年治水护水微信功能平台

—“河小青·微河长”APP，获团省委高度肯定，浙江在线、浙江之

声、湖州日报做专题介绍；省青联十届六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志

愿服务活动现场会成功在我区举行；在全市团系统剿灭劣 V 类

水工作推进会作经验交流，各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主要做了以

下几方面工作： 

一、做好准备打“硬仗”，持续引领吴兴青年“对标看齐” 

一是志愿规模更加壮大。按照注册志愿者占全区常住人口的

比例达到 10%的要求，团区委广泛发动、有效动员，主动引入社

会力量，发挥滴水公益、骆驼公益、“天使羽翼”志愿团队等社会

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截止目前，注册志愿者人数已达

到目标要求且保持全市前列。二是队伍布局更加合理。坚持“条

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工作布局，健全完善全区文明志愿者队伍

三级组织网络体系，区级层面以“吴兴区志愿者协会”为统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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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区 6 个街道分别成立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中心，社区成立文明

创建志愿服务站。目前，全区已建成志愿服务站 51 个，作为党

员志愿者、社区志愿者、青工单位志愿者、青年社会组织志愿者

等工作和活动阵地。三是实体运作更加有效。按照“日常按责分

工、重点统一调度”的原则，合理划分服务区域，由团区委统一

归口管理、各志愿服务站协同工作，确保志愿服务活动有序、高

效开展。今年以来，志愿者服务中心工作特别是在中心城提质和

文明城市创建中累计达到 1.1 万多人次。 

二、完善机制打“大仗”，全面争创吴兴志愿“湖州样板” 

一是完善管理机制。统一信息平台，由团区委负责所有志愿

者的登记、注册、管理。有效利用“志愿汇”平台开展志愿者注册，

对志愿服务活动进行信息化、动态化考勤。组织召开“志愿汇”

平台使用和推广专场培训，志愿者 APP 注册人数保持全市领先。

二是完善监督机制。开展“找短板、强整改、创亮点”湖城随手拍

活动，组建 100 人文明创建监督员队伍，按照发现-曝光-整改-

监督“4 步工作法”，建立高效运作模式，对征集的各类照片整理

汇总。截至目前，共拍摄 215 张照片，上传信息 230 条，全部完

成整改。三是完善宣传机制。开展以“亮身份、亮口号、亮承诺、

亮服务，争做最美志愿者”为主要内容的“四亮一争”志愿服务主

题宣传活动，在重要的宣传橱窗、楼宇入口、电梯等空间张贴宣

传标语等，统一志愿服务站标识标牌，形成“创全国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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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最美志愿者”的浓厚氛围，目前已完成碧浪湖和白鱼潭 2 个

样板社区建设，下阶段将在全区 51 个社区全面铺开，争创吴兴

特色志愿服务的“湖州样板”。 

三、确保成效打“胜仗”，全员服务全力以赴“全民参与” 

一是特色化志愿服务营造氛围。3·5 期间在全区广泛开展“三

五学雷锋·共建文明城”系列活动，组织开展交通文明劝导、敬老

爱老、扶残助残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40 场次，参与志愿者 580

人。协助举办“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暨‘湖城中央·最美风光’中心城

区提质行动出征仪式”，评选出全区 2016 年度十佳最美志愿者，

提升志愿服务氛围。组织 100 余人参加“共建文明城、银领同行

动”离退休干部志愿服务行动，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组织 150 名

志愿者服务丝绸小镇丝艺园开园仪式暨第三届丝绸小镇“为爱丝

奔”彩跑活动，持续引领湖城青年向东看。二是常态化志愿服务

确保实效。开展“千名志愿者进社区”活动，确定每月 15 日为社

区志愿服务固定日，组织志愿者走进社区、广场开展环境保护、

生活服务、医疗健康、送文化艺术产品、助老敬老、扶贫帮困等

现场式集中服务，全年计划开展活动 20 场，参与志愿者人数达

2000 人。5 月 20 日首场活动 10 支志愿服务队共计 150 名志愿者

在龙泉街道白鱼潭社区开展了家电维修、健康义诊、消防知识教

育、垃圾分类宣传等一系列志愿服务，获得广大社区群众一致好

评，拉近了群众距离。三是重点性志愿服务压实责任。从 5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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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始，组织 120 名交通文明劝导员，上下班高峰期在市区各主

要交通路口开展文明劝导活动，对行人横穿马路、翻越护栏、车

辆乱停靠、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不按道

行驶等不文明现象进行劝导，积极倡导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

截至目前，共开展文明劝导服务 35 次。组织 280 名志愿者与各

街道结对，成立“牛皮癣”治理小分队，针对墙面、门窗、电线杆

等建筑物上的小广告开展专项清理活动，截止目前，累计开展志

愿服务 400 小时。 

 

基层好声音 

爱山街道团委：一是争做创建文明城市的拥护者。积极发动

志愿者到商户和居民家中发放文明创建倡议书，累计发放 5200

余份。配合社区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讲座 15 场。二是争

做创建文明城市的先行者。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培训、活动运行、

回馈激励等机制，实行志愿服务“先培训、后上岗”、先服务再登

记服务时长等工作制度，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今年新

注册志愿者 1250 人。三是争做创建文明城市的推进者。以打造

爱山文明示范商圈为载体，组织志愿者、社会组织开展关心关爱、

环境整治、文明监督等志愿服务 110 场，形成人人参与、自主

创建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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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英街道团委：一是责任再压实。机关青年干部工作日轮流

下社区、周末全体下社区开展创建工作，每晚不间断夜巡，本周

发现问题 55 处全部整改完成。二是重点再突出。街道青年攻坚

队发挥优势、冲锋一线，参与府庙小吃街、新华菜场区域、吉北

小区无证肉摊等专项整治行动 12 场，整治卫生死角 850 处，清

理各类牛皮癣 1.5 万条。三是氛围再浓厚。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等内容的公益宣传，张贴公益广

告 620 处，张贴文明桌贴 700 张，发放文明创建调查问卷 1400

余份。 

 

龙泉街道团委：一是人员力量有效配备。广泛招募党员、青

年、社会组织志愿者，按照街道“派单、督单、办单、访单”工作

流程，组织志愿者全程配合落实。二是重点工作成效显著。组织

志愿者配合街道查补短板，完成 565 个楼道单元门牛皮癣清除和

堆积物清理，拆除乱搭乱建 130 余处，清理“僵尸车”70 余辆，

完成绿化破坏、占道经营等 6 大类突出问题整改 37 个。三是难

点工作创新突破。发动 50 余名志愿者做好市陌二社区水塘和潜

庄景观水系等 2 个小微水体治理，完成潜庄车库出租户清理和市

陌河社区违章搭建拆除等前期准备工作。 

 

环渚街道玉堂桥社区团支部：一是壮大志愿队伍。按需招募

志愿者并分类，目前社区共有大学生志愿服务队、村社青年志愿

服务队、文体志愿服务队等 6 支志愿者队伍，志愿者 398 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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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挥地域优势。进一步加强与湖州师范学院和湖州职业技术学

院的沟通交流，校地合作发动志愿者 550 人次助力创建工作。三

是开展特色服务。成立玉社志远服务团队，每周开设“微课堂”，

一对一结对社区残疾人开展写字、下棋、做操等活动，进一步弘

扬志愿精神。 

  

点赞最美志愿者 

浙江民安公益救援湖州移沿山支队：浙江民安公益救援湖州

移沿山支队成立于 2010 年 8 月，2013 年 6 月在市公安局 110 指

挥中心备案，成为湖州市首支社会应急联动平台民间救援力量。

支队组建至今，参与 30 余起大型救援任务，共救援人员 650 余

人，车辆 300 多辆，涉水运送应急物资、药品等 7.5 余吨。去年

3 月，央视 4 套《走遍中国》栏目以《侠义军团》为题，用了近

25 分钟时间，专门讲述移沿山支队的故事。 

  

媒体报道 

1. 德清县舞阳街道团员志愿者在斑马线上开展“快闪”表演。

（湖州日报 6 月 26 日 A01 要闻）。 

2. 服务送社区，文明进万家，大型公益“便民市集”昨晚启幕。

（湖州日报 6 月 27 日 A01 要闻、湖州晚报 6 月 27 日 A02 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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