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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靖宇县深入开展
“共筑脱贫梦·携手奔小康”志
愿服务活动，始终坚持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将志愿
服务渗透到文明县城创建一
线。

通过强化活动阵地，不断
丰富活动载体，创建行之有效
的工作格局等，在落细、落小、
落实上下功夫，助推志愿服务
常态化开展。如今，志愿服务
队伍已经成为该县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高举红色旗帜，肩负使命
任务

2018 年 8 月，靖宇县被中
共中央确定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国家试点县，志愿服务的号角
从这一刻正式吹响。

在志愿服务活动开展过程
中，靖宇县始终坚持切合靖宇
实际，突出靖宇特色。一方面
将志愿服务活动与脱贫攻坚工
作深度融合。在脱贫攻坚工作
中，号召全县 6900余名机关干
部、企事业单位人员全部加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志愿者行
列，常年坚持深入群众家中开
展脱贫攻坚、“志智双扶”工作，
实现了对全县 6.9万农民的志
愿服务全覆盖。另一方面靖宇
县充分利用红色教育资源丰富
志愿服务活动。以“三传七进”
方式，用抗联精神鼓舞群众，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塑形铸魂，实现了抗联
文化传承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工作的深度融合。

强化阵地建设，发挥主体
优势

打造“1+5+N”工作格局。
以“1”个中心靖宇县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统领全局，以 5 个
分中心（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县
委党校、全民健身中心、“泉动
力”非公党建服务中心、“心动
力”心理健康关爱中心）协同发
力，起到以点带面的辐射带动
和同频共振作用，以“N”个所、
站（全县 118 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连通百姓，精心设计并组
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志愿服
务活动。

规范化管理志愿服务队

伍。靖宇县着眼打通宣传群
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服务
群众“最后一公里”的目标，成
立志愿服务总队下设分队 93
支，小队 210支。截至目前，全
县在册志愿者人数多达 11000
余人，面向农村群众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近7000场。

在试点建设过程中，制定
了靖宇县志愿服务礼遇办法、
志愿者招募条件和招募办法等
多项措施，强化阵地责任落实、
工作任务认领，加强对志愿服
务方式的探索、融合和对特色
服务载体的研究、挖掘，切实发
挥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所、站的实际作用。

实施“八项工程”，助力脱
贫攻坚

靖宇县将志愿服务项目与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
精心设计并组织实施了以“共
筑脱贫梦·携手奔小康”为主题
的关心关爱、文体文艺、医疗卫
生、技能培训、支教扶贫、移风
易俗、人居环境、网络新风等志
愿服务“八项工程”，下设了 47
个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项目。

“绿色家园”志愿服务活
动，使靖宇县实现了连续五年
保持青少年零犯罪的目标；“红
烛亮万家”志愿服务活动，提高
了靖宇县农村家庭教育水平，
增进了家庭和谐指数，促进了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你温
暖了冬天”志愿服务活动，为贫
困户和留守儿童编织衣帽，在
寒冬给贫困家庭送去温暖。

通过一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的广泛开展，全面提升了靖宇
县农村群众的“精气神”，切实
增强了农村群众的获得感和向
心力。

线上“六步”便捷群众，线
下“五味”深入民心

快捷规范处理志愿服务信
息——线上“六步法”。靖宇县
结合县融媒体中心建设，研制
开发志愿服务“线上”管理系
统，通过手机客户端APP软件
及微信小程序，从点单—递单
—发单—领单—平单—统单这
一系列操作，实现志愿服务项
目线上六步工作法。不仅在志

愿者及志愿队伍的招募、注册、
登记、管理，志愿服务项目发
布，志愿服务活动成果展示等
方面操作便捷，APP 还能够准
确记录志愿者开展服务活动的
数据及影像资料，畅通服务成
效反馈渠道，客观公正地为志
愿服务队伍和志愿者的专业水
平、个人潜能和实际作为的评
定和奖励提供相应数据。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深 入 民
心——线下“五味”工作法。靖
宇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共组织开展“五味”
志愿服务活动近 5000 场。其
中，围绕农村群众精神生活开
展唠家常、唱快板、搞座谈等文
化入村的“土味”志愿服务活动
1000 余场；组建 208 人的“草
根”志愿服务宣讲团队，巡回村
屯宣讲十九大精神、改革开放
新成就、解读扶贫政策、宣讲法
律法规等的“原味”志愿服务活
动 1500余场，使理论宣讲真正
热在基层；开展以弘扬抗联精
神为核心内容的专题讲座、主
题演讲和参观学习的“苦味”志
愿服务活动 100 余场，切实增
强了农民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开展以农民画、剪纸、文艺
演出等传统文化艺术为主题的
培训、展览、研讨的“趣味”志愿
服务活动近 100 余场，丰富了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了
群众的文化素养；从致富产业
技术推广、就业技能培训入手，
广泛开展“传技术”“送科技下
乡”的帮扶、送教的“甜味”志愿
服务活动 1000余场，帮助农村
群众寻找致富路径，提高群众
的获得感。

通过“五味”志愿服务活动
的开展，既解决了农民的实际
需求又解决了思想问题，真正
使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心田。

靖宇县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工作刚刚起步，使命光
荣，任重道远。该县将汇聚志
愿者智慧和力量，发挥首创精
神，勇于创新探索，不断提升群
众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
素养，让志愿服务号角声响遍
靖宇大地。

红色英雄城吹响志愿服务冲锋号
——靖宇县志愿服务活动纪实

□ 佟鑫 本报记者 郭小宇 王树彬

靖宇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办志愿服务培训会集体合影

为庆祝建党98周年，县妇联开展了“巾帼礼赞，做党的好女儿”文明实践活动。全国“三八红旗
手”、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志愿者崔广英用自己的经历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2018年11月，靖宇县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暨“共筑脱贫梦，携手奔小
康”主题志愿者服务项目启动仪式，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总队”揭牌。

2019年全县义务植树活动中，县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各单位各部门机关干部、
社会团体共100余人参加。

2019年5月，全县机关单位近200名志愿者参加了“爱心奉献，‘救’在身边”
无偿献血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奉献爱心。

公告
根据产权人马福利，董成珍

的申请，坐落于集安市榆林镇治
安 105002101，结 构 为 砖 木 结
构，面积为 86.04平方米，原（产
证号、预售登记证号、他相权证、
预售证）093099,093099 的房屋
所有权证遗失（或者损毁），现声
明作废。自本公告公布之日一
个月后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集安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8年12月19日
公告

根据产权人谭晓福，宋宝环
的申请，坐落于集安市四新村四
新 103002，结构为砖木结构，面
积为 54平方米，原（产证号、预
售登记证号、他相权证、预售证）
03-233,03-233的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或者损毁），现声明作废。
自本公告公布之日一个月后无
异议，将予以补发。

集安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20年1月9日
公告

根据产权人马相春，李忠梅
的申请，坐落于集安市前进村前
进 111006101，结 构 为 其 他 结
构，面积为 60平方米，原（产证
号、预售登记证号、他相权证、预
售证）00011960，00011960的房
屋所有权证遗失（或者损毁），现
声明作废。自本公告公布之日
一个月后无异议，将予以补发。

集安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
2019年12月26日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吴高全，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平安村转通
屯，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屋所有权证辉平字
第 9-55-66号。现由吴明丽继
承该房屋，其他子女自愿放弃。
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
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
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邵金海，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四委六
组，建筑面积：48.5 平方米，用
途 ：住 宅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0015395 号。现由王清芝继承
该房屋，其他子女自愿放弃。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
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证遗失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王有刚，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工农街七委一
组，面积：73.58平方米，用途：住
宅，房屋所有权证 23490 号遗
失。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根
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予以遗失
公告，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
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
期不申请异议的，不动产登记中
心将补发不动产权证书。特此
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郭孝臣，坐

落：辉南县朝阳镇爱国街一委一
组，建筑面积：86.06 平方米用
途 ：住 宅 ，房 屋 所 有 权 证 第
0019249 号。现由刘玉艳继承
该房屋，其他子女自愿放弃。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告之日起十五个
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
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
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
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