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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助力乡村
奏响“防疫最强音”

近日，宁海县茶院乡柘浦王村陈红兵一家刚从
江西上饶返回复工，就遇上了上门摸排、登记情况的
联村干部及乡红十字会会员。疫情当前，没有谁是
局外人。宁海县茶院乡红十字会通过“群防群治”，
将触角延伸到乡里的各个角落，在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冲到了最前线。

带头当好宴请劝解员

宁海县茶院乡红十字会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叫
“宴请劝解小组”。疫情期间，红十字会员纷纷取消
了自家的宴请，并成立“宴请劝解小组”，对抵触情绪
较大的村民主动上门做工作。

柘浦王村的胡世恒就是其中一员，在得知本村
的小赵要在近期摆结婚酒，而新娘来自湖北时，他和
村主任王分旵主动前往劝说。然而对于他的劝说，
小赵开始时并不理解。“疫情面前，不能有任何掉以
轻心，这户人家的工作必须做通！”在胡世恒持之以
恒的劝说下，小赵一家终于决定延期举办婚礼。

据了解，在乡红十字会员的劝导下，茶院乡已有
37户村民延期或取消喜酒、进屋酒、拜岁酒等集聚性
活动，实现防控期间乡内“零宴请”。

主动上门摸排助企业复工

随着疫情的逐步稳定，复工复产成了新主题，外
地返甬人员迅速增加。茶院乡地处宁波南湾新区的
中心地带，工厂企业多、流动人员来源复杂，为有效
阻断传播途径，乡红十字会组织会员分为14个小组，
协助乡村两级干部做好“新入甬人员”小周期滚动排
查，开展“每日筛查动态化清零、每周一轮全覆盖对
账”的滚动筛查，主动上门解决企业在复产复工、疫
情防控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提振企业发展信心。

富东手套厂是一家生产针织劳保手套的工厂，
受疫情影响，工厂积压了不少手套订单，复工意向较
为强烈。得知此消息后，红十字会员立即联系联村
干部上门予以登记备案。“像这样的小微企业全乡共
有90余家，只要符合复工条件，当日备案即可当日复
工。”茶院乡有关负责人说。

截至目前，茶院乡红十字会参与复工助企100
多人次，红十字会的暖心服务让复工企业信心倍
增。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章友

钱东小区占地6.5万平
方米，建成于1996年，是一
个典型的中心城区老旧小
区。由于房屋老化、基础配
套不齐、绿化破损严重等问
题突出，这几年来，居民们对
于启动老旧小区改造的意愿
十分迫切。

为了响应居民们迫切想
要小区改造的热烈期盼，自

今年2月下旬以来，按照疫
情防控与老旧小区改造齐抓
并重的工作思路，西门街道
积极整合人员力量，组织专
班专门负责对接该小区的改
造工作。

“线下，我们利用疫情期
间入户走访以及电话排摸的
对接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再
次积极广泛征求居民意见，

完善改造方案；线上，我们及
时联动，协调城管、消防、供
电、供水、广电、电信、移动、
联通等多方部门，进行方案
协商以及施工计划商议等，
为加快老旧小区改造打下了
坚实基础。”西门街道城建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已开
始对小区沿河的护栏、道路、
绿化进行改造。

居民“齐点菜”，街道“来下单”
西门街道新年首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启动

3月10日上午，海曙区西门街道钱东小区改造项目工程正式启动。
这是西门街道在克服疫情影响下启动的新年第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入1842.31万

元，改造面积达11.8万平方米，计划施工周期180天，改造完成后，将惠及1580余户4300余人。

据了解，此次钱东小区
改造主要包含了完善基础设
施、修缮改造房屋、提升环境
质量、完善公建配套、改造技
防设施等项目，都是居民们
改造意愿最强、呼声最高的
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既要顾
面子，更要顾里子。”西门街道

城建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改造，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非常
高，出了许多“金点子”。

据了解，自2019年5月
起，街道、社区便开始着手居
民的改造意愿征询工作。通
过调查问卷、电话走访等形
式，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
集中统计梳理和汇总反馈。

“确切地说，此次改造采
取了居民‘点菜’、街道‘下
单’的模式，我们在充分征求
了居民意见后，将诸如上述
几类的最受居民关注的项目
全部列入改造范围。”这名负
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 朱琳
通讯员 周秉 程冰凌

改造的都是大家呼声最高的项目

线上+线下联动，开始老旧小区改造

33月月1010日日，，钱东小区沿河的护栏钱东小区沿河的护栏、、道路道路、、绿化开始改造绿化开始改造。。通讯员供图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