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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芦舜）“谢谢，谢
谢，太感谢您了！”一名女士抱着孩
子，不停地感谢司机袁洪强。7 月 15
日，一名两岁多的小女孩哭着找妈
妈，好心司机抱她上车，不到半个小
时就帮她找到了家人。

这天 17时 25分，公交车司机袁洪
强开着车牌号为青 A60497 的 101 路
公交车，行至湟光站，靠站打开前门，
看见一个身穿粉色上衣的小女孩哭
着找妈妈，她边哭边站在车门口喊

“妈妈”。
袁洪强看到这个情况，马上问乘

客是否认识这个孩子，乘客们都说不
认识，他又到站台上询问，还是没人
认识。看着找不到妈妈不停哭泣的
小孩，他想，让孩子下车太不安全了，
谁抱走了都不知道，自己带她回车
场，帮忙找家人更安全。想到这儿，

就抱孩子上了车，并在第一时间拍了
孩子的照片，把信息发给了调度室。

公交车还要继续出发，孩子很小
还在不停哭泣，在不多的乘客中，袁洪
强请一名大姐帮忙照顾孩子，以便自
己安心开车。热心大姐立刻答应，坐
到小女孩身边，不停地安慰着孩子。

调度室里马超刚看到信息后不
久，就接到了家长急切的电话，“我
的孩子走丢了，有人看见上了 101 公
交车，她两岁多……”马超赶快告诉
家长，司机已发现了孩子，请她到终
点站接孩子。

公交车行至小桥大街站时，车载
机里传出消息，孩子的家长找到了。

“是你家的孩子吗？”“是啊，是啊。”车
一到站，家长急忙上了车，确认是自
己的孩子后，对袁洪强不停地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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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 华丽转身

短短几年，作为西宁市城东区曾经出了
名的老旧小区，毛纺小区在企业自建的物
业公司推动下，华丽转身。

居民紧皱的眉头逐渐舒展开，个个喜上
眉梢，满心期待着离小区不远的公园能尽
快建成，锦上添花。

提起以前的日子，毛纺小区的老住户会
摇头叹气。

城东区互助东路的 1 号院、10 号院、15
号院都是原青海毛纺织工业总公司的生活
区，面积大，管理难。

由于公司经营时，对后勤投入很少，小
区环境本就不好，企业破产后，毛纺公司生
活区实行自主管理，小区中 2000 余户下岗
职工家庭近万人的生活居住环境更为堪
忧。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脚泥，小区随处是
煤烟、柴烟，空气刺鼻呛人。

但如今的毛纺小区早已旧貌换新颜，迎
接住户们的是一串串惊喜。路平了，灯亮
了，新修建的小区大门和门禁系统彰显着
物业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小区内车辆整齐
排列，下水管道通畅，业主在新修建的广场
唱歌跳舞，休闲健身，脸上洋溢着幸福……

厂长带头 服务住户

毛纺小区能有今天的样子，居民们都非
常感谢一个人——董彦平。

2010年，在破产企业工作组的大力支持
下，原青海毛纺织工业总公司东一厂厂长
董彦平，带领几位下岗职工组建物业公司，
挑起了当时连 5 元卫生费都收不到的毛纺
小区的物业管理重担。

面对脏乱差的小区环境，他们没有考虑
如何定价收费，而是如何在小区扎根。为
业主服好务，就必须加大自主投入，逐步完
善小区的基础设施，给大家创造一个宜居
的生活环境。

然而，连几元物业费都收不到的物业公
司，从哪儿筹资，用来改善小区基础设施
呢？董彦平陷入了沉思。

说来也巧，毛纺公司原企业动力厂的锅
炉 维 修 技 术 水 平 ，在 西 宁 市 一 直 名 列 前
茅。企业破产后，董彦平留下了一班技术

精湛的骨干员工，组建了一家技术开发服
务中心，负责毛纺小区锅炉安装维修及取
暖，同时对外承接锅炉安装维修工程。

在这个理念的支撑下，这家物业公司走
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反哺型管理服务之
路，将在外施工的工程盈利持续不断地投
入到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这些年，物业公司先后投入 700余万元，
配套棚户区改造和老旧楼院“穿衣戴帽”工
程，实施了集中供暖的煤改气项目，还同步
修缮小区道路，修建毛纺小区综合市场等。
这一切，住户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党建引领 一心为民

对于老旧小区而言，要把小区的“破帽
子”摘掉，换上“新衣裳”，仅仅改善基础设
施还远远不够。

2016 年，物业公司成立党支部，在党建
引领下，打造出实实在在的毛纺群众“幸福
家”。

原来毛纺小区内有一个球场，是小区居
民的聚集地，企业破产之后，一些原厂职工
没有新的生活方向，非常迷茫和焦虑，都喜
欢聚在球场发牢骚。

后来，物业公司党支部与辖区居委会多
次磋商、集思广益，一方面针对小区党员没
有固定活动场所的实际情况，将小区内主
马路 30 余平方米的出租铺面收回，无偿提
供给社区，改造并新建了规范化的纺织社
区党员活动室，使毛纺小区的党员同志们
有了读书、议事的阵地。

另一方面翻修、新建了球场、广场，以此
为平台，精心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大家喜
闻乐见的文艺晚会等文体娱乐活动。把大
家发牢骚的小球场变成了挥洒汗水的竞技
场，把器材功能齐全的小广场变成了传播
快乐的小舞台，使负能量没有滋生土壤。

现在，小区居民的业余生活充实起来
了，大家的心气儿也足了，向阳向上的正能
量也跟着提升起来了，物业公司党支部党
建工作与物业服务管理主业更是步调一
致、密不可分。

毛纺小区走出了一条破产企业老旧小
区物业管理的成功之路，董彦平和同事们
总说，是胸前戴着的党徽、身后的党旗给予
了力量。

毛纺小区变化大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7月 16日，西海都
市报社区记者从城北区马坊街道办事处新
村社区获悉，社区将利用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在盛世华城2号院内再建3处便民聊天角。

据了解，盛世华城 2 号院内共有 58 栋
楼 ，3000 多 户 居 民 ，其 中 中 老 年 人 比 较
多。小区面积大，但是供老年人休息休闲
的场所很少，去年有居民向西海都市报社
区联络站反映了这个问题，新村社区通过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在小区内修建了一处便
民聊天角后，每天来这里休息、聊天和休

闲的居民很多。
聊天角面积约为 30余平方米，设计风格

大气、时尚、简约，聊天角内有长椅、凳子和
桌子。经常到聊天角休闲的居民介绍，现在
老人们可以在这里聊天，邻里之间增进了感
情。

今年，社区经过前期选址、调研后，确定
将在小区老人活动人数较多的空闲区域再
修建 3处便民聊天角，3处便民聊天角总面积
约为 100 平方米。目前聊天角设计已经完
成，近期动工建设。

新村社区将再建3处便民聊天角
本报讯（记者 芦舜）近日，小学

生苏佳怡前往饮马街街道办事处东
大街社区的未成年人驿站，参加社区
组织的暑期活动，这是社区联合幸福
党建联盟单位西宁市观门街小学，和
辖区老党员、居民以及中小学生，开
展社区“七彩暑期”第一场活动。

辖区老党员为孩子们准备了一张
张照片，讲述西宁的过去和现在，同赏
时代变迁之美。”这样美的西宁，我们
不要乱扔垃圾。”“出行尽量走路，少开

车。”“少使用一次性筷子、饭盒。”“垃
圾要分类。”孩子们争相发言。

“活动开始前，我们会在楼院里
张贴通知，在邻里牵手群里发送信
息，还会打电话告知，愿意参加的居
民会提前打电话登记。假期里，我们
会举办很多有意义的活动。孩子们
可以在活动中交流，做手工，展示才
艺，越来越多的家长和学生，愿意参
加社区暑期活动。”东大街社区负责
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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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燕卓）“你们放弃休
息时间为我们解决了问题，谢谢你们，
你们辛苦了！”文化街社区居民刘女士
激动地对饮马街街道办事处文化街社
区工作人员说。

最近，刘女士所住小区的居民给
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小区的
下水管道堵塞。文化街社区工作人员
得知后，赶往现场查找原因。社区副
主任黄远告诉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

“这个小区下水管道先前堵塞了，我们
协调疏通公司对小区的下水井和管道
清理疏通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

水管道又堵塞了。”社区工作人员到居
民家中了解到，是单元楼一楼商铺下
水管道堵塞，商铺主人为防止污水外
溢，把单元楼的下水管道堵住了。社
区工作人员一边调解，一边联系专业
人员前来疏通。关于疏通费用的问
题，在社区工作人员协调下，楼上住户
和楼下商铺主人也达成一致意见。下
水管道很快就疏通了。

文化街社区工作人员说，虽然他们
放弃了晚上休息时间处理此事，但看到
居民满意了，他们觉得无论多辛苦都是
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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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西宁市城西区
兴海路街道尕寺巷社区党委
组织社区“金色创业”服务队，
入户开展手机 APP 养老认证
工作。针对辖区内离退休人
员因年龄偏大、行动不便、子
女不在身边等原因，对智能手
机操作流程不了解、登录有困
难等情况开展面对面、手把手
指导与帮助，得到居民点赞。

本报记者 季蓉 摄

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教育资
源均衡配置，根据《2019 年度西宁市城西区面
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工作实施方案》，决定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 62 名，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招聘计划
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 62 名（其中，

语文 22名，数学 21名，英语 6名，音乐 4名，体育
7名,信息 2名）。

二、招聘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教育事

业，品行良好；
3. 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心条件和符合教

育教学工作的能力；
4. 取得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专及以上学

历，年龄在 18周岁以上、45周岁以下;
5. 具备小学及以上学段相应学科的教师资

格证书；
6.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人员，不得报考：
（1）不符合招聘岗位条件要求的人员；

（2）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校非应届毕业生
（含研究生）；

（3）现役军人；
（4）经相关部门认定在各类招考中有考试

违纪行为的人员；
（5）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

除公职的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期限未满或者
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
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6）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宜报名的其它情形；
（7）本区在编教师、在岗临聘教师。
三、报名事宜
1.报名时间。2019 年 7 月 17 日—7 月 18 日

（上午 8:30—12:00、下午 2:30—6:00）。
2.报名地点。城西区教育局（城西区五四

大街 21号城西区政府一号楼 6楼）。
3.报名资料。个人身份证、教师资格证书、

岗位要求的学历证书原件、复印件各 1份，教育
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1 份（应聘人员的毕业证
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书的取得时
间截至为 2019年 7月 30日）；报名登记表原件 1

份（可在西宁市城西区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
下载）及近期免冠白底小二寸照片 3张。

4.资格审查。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全过程,对
弄虚作假,或在招聘过程中作弊的应聘人员,一
经查实,将取消其应聘资格。

四、招聘程序
按照发布招聘公告、报名、资格审查、笔试、

面试、体检、政审、公示、办理聘用手续等方法和
程序择优聘用。

1.笔试。笔试采取闭卷方式。内容主要为
公共基础知识、教育理论、学科专业知识等。笔
试分值 100分，占总成绩的 40%。

笔试时间及地点：详见笔试准考证
2.面试。采取说课或讲课等方式进行。面试

分值100分，占总成绩的60%。进入面试人员根据
笔试成绩高低，原则上按招聘岗位 1:3的比例确
定；招聘岗位数与参加面试人数未达到 1:3比例
的，按笔试成绩高低排序安排进入面试环节。

3.体检。根据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按
招聘岗位 1:1 的比例确定进入体检的人员。在
二级甲等以上综合性医院体检，因个人原因未

按要求参加体检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体检
不合格者取消政审资格，空缺岗位依次递补。
初次体检确认不合格的，经本人申请，可以到其
他符合条件的医院复查一次。

4. 政审。对体检合格的人员进行政治审
查，主要对考生基本的政治条件、遵纪守法、职
业素质、个人诚信等情况进行审查。

5.公示。根据考试、体检、政审结果，对审
定通过的《拟聘用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
5 天。因公示未通过或放弃空出的岗位，按考
试总成绩依次递补。

6.聘用。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聘用人员，办
理聘用手续，由各用人学校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
明确岗位职责。城西区编外教师试用期为3个月。

五、其他事宜
1. 此次招聘信息将第一时间公布在西宁市

城西区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请广
大考生及时关注。

2.联系咨询电话：0971-6145555
城西区教育局

2019年 7月 16日

2019年城西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编外教师的公告

本报记者 周建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