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度市国资委委管企业党组织、党员“双报到”工作共驻共建项目清单

序号 企业党组织名称 报到社区 项目内容 完成时限 责任人

1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滕州供电中心本部支部委员会

滕州市龙泉
街道岗子东

社区 

走进滕州岗子东社区，向居民和营业用户宣传安全用电和电
力设施保护知识。对社区中高考学校供电设施、双电源供电
以及应急自备电源配备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和消缺处理，进行
安全用电知识、安全、道德、科普等方面的综合教育。到孤
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家中，进行安全用电检查，宣传安全用电
知识。检查居民家中用电安全设备，宣传网上国网APP交费系
统，实现不用出门在家交电费、办理用电业务。

2021年12月 岳苓

2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市中供电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立新
社区

为社区提供用电服务，帮助检查安全用电，宣传用电知识等 2021年10月 孟盼盼

3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薛城供电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薛城区尚马
社区

社区用电设备安全检查及常规巡视。 2021年12月 何梓源

4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台儿庄供电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运河街道陈
庄社区

1.开展用电的义务帮扶服务，提供用电信息咨询、用电隐患
排查，宣传用电安全知识、节约用电常识、电力火灾防范、
触电急救技能、电力法律法规等内容，保证居民的安全用电
。
2.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围绕助学助教、科普宣传
等内容，开展电力科普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等活动。

2021年12月 尹东

5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山亭供电中心委员会
山城街道梅
园社区

走访慰问社区内留守儿童及孤寡老人，开展送温暖、入户用
电安全知识宣传行动等。

2021年12月 赵亮



6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峄城供电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榴园镇八里
屯社区

1.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安全用电、“煤改电”等业务咨询、
节约用电常识、电力火灾防范等宣传。
2.开展社区线路、台区隐患排查治理，保障社区百姓用电安
全。
3.组织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对社区留守老人和儿童进
行帮扶，开展入户排查电力隐患。

2021年12月 刘衍超

7
中国共产党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高新供电中心支部委员会

天安裕景社
区

团员青年志愿者，向社区居民宣介供电助推全国文明城市创
建三大举措，宣讲“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精神，
并结合宣传展板，发放各类宣传材料，现场解答客户咨询，
重点讲解安全用电和电力设施保护常识，提高他们的安全用
电和电力设施保护意识。

2021年11月 赵天宇

8
中国共产党山东能源重装集团
鲁南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委员会

机厂西岭社
区

鲁南装备积极协助社区共同做好企业转到社区退休党员的日
常教育和管理工作；社区全力配合做好鲁南装备退休党员的
接收。

2021年12月 裴伟

9
中共山东鸿运水利工程有限公

司支部委员会

枣庄市薛城
区兴城街道
兴城花园

社区建设、结对帮扶 长期坚持 唐茂刚

10
中共枣庄国翔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
文嘉社区

根据在职党员意愿和社区需要，组织在职党员结对联系群
众，认领党员群众微心愿、实施承诺践诺。

2021年12月 张洪

开展志愿服务，协助社区做好卫生大扫除，肋力卫生城复验
、文明城创建等工作

2021年12月 张洪

11
 中共山东国新粮油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
四季菁华社

区

社区困难群众走访 2021年12月 徐瑞

组织志愿者参加四季菁华社区凤鸣志愿者服务中心活动 2021年12月 孙文

组织志愿者参加四季菁华社区缤纷四季社区治理共驻共建项
目

2021年8月 孙文



12
中共枣庄顺通机动车检测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高新区兴城
街道南山寨

村

1、共同开展一次讲党课活动；
2、参观企业党建展厅；
3、为村捐赠书籍；
4、开展党员志愿者服务。

2021年12月 李志强

13
中共枣庄国众投资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
路青檀社区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健全阵地服务功能 2021年12月 马长俊

14
中国共产党华电滕州新源热电

有限公司委员会

滕州市龙泉
街道樱花苑

社区
安全用电志愿服务 2021年12月 欧阳芳蓉

15
 中国共产党枣庄华润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委员会
垎塔埠街道
光明社区

协助维护完善社区燃气设施。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燃气安全
使用宣传及相关安检工作。

2021年12月 刘敏

16
 中共枣庄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委员会

薛城区巨山
街道办事处
四季菁华社

区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健全阵地服务功能
1.与四季菁华社区开展党建工作互助交流，推进党建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标准化。
2.结合建党100周年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3.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
4.组织集团党员围绕集团相关业务到四季菁华社区开展科普
知识宣讲、并发放宣传资料、回答居民咨询。                                        
5.组织集团党员到四季菁华社区开展文明宣传，公益服务等
志愿服务活动。
6.联合四季菁华社区开展“庆七一、进社区”主题党日活
动，并宣讲专题党课。

2021年12月 刘思嘉



17
中国共产党枣庄交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委员会

市中区光明
路街道东龙
头社区

1.为社区居民提供价格优惠、服务满意的旅游包车、汽车租
赁等服务。节假日期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上门售票、乘车咨询
等服务工作。
2.为社区居民提供汽车检测预约、咨询服务，现役军人持有
效证件可享受汽车检测8.7折优惠。
3.为社区老年人、伤残军人、中小学生提供办理乘车证服
务，现役军人持有效证件可免费乘车。

长期坚持 潘斌

18
 中国共产党鲁南（枣庄）经济

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委员会
颐嘉园社区 支援社区图书室等文化建设，提供书记或者办公用品等 2021年12月 李文芳

19
中国共产党鲁南中联水泥有限

公司委员会
龙泉街道荆
东社区

生活困难群众帮扶 2021年12月 罗娟

20
中国共产党山东泉兴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委员会

薛城区兴仁
街道办事处
松江社区

1.基层党建共建。以“主题党日活动”为载体，与社区党组
织共同开展党建共建活动，加强基层党建工作，营造浓厚党
建氛围。       

2021年12月
张长生
许  涛

2.开展文明创建。组织党员志愿者到社区宣传环境保护、卫
生清理、走访慰问困难家庭等活动，创建美丽和谐社区。

2021年12月
张长生
许  涛

21
中国共产党华电国际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十里泉发电厂委员会

市中区垎塔
埠街道十电

社区

1.联合开展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
2.结合文明创建，通过安全用电科普宣传等形式，开展志愿
服务活动。

2021年12月 张仁辉

22
中共枣庄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委员会
兴仁街道兴
安社区

联合开展学党史主题红色教育 2021年5月 赵祥龙

开展党史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志愿者服务活动 2021年12月 赵祥龙



23
中国共产党兖矿鲁南化工有限

公司委员会

滕州市木石
镇鲁化生活

区

一是基层治理：提供退休人员验证服务，为社区居住退休职
工提供政治审查证明、政策咨询等服务。报到工作。二是文
明创建：组织党员志愿服务，清扫社区卫生死角，提高社区
居民生活居住环境，增强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参与社区文明
创建各项活动。

2021年12月 郑澜芝

24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基础设施投
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薛城区常庄
镇东兴社区

1.开展东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提升工程。
2.改造东兴社区党员活动室。
3.联合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

2021年12月 王乐天

25
中共枣庄矿业集团公司直属机

关委员会
薛城区常庄
镇东苑社区

志愿服务、文明宣导 2021年12月 张箬

党务骨干培训、党性基地实践 长期坚持 张箬

26
中共枣庄市财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委员会
永安镇蔡庄

村
义务劳动进社区、慰问进社区 2021年12月 张斌

27
中共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委

员会
凤凰台社区 联合开展党史红色教育培训 2021年12月 高辉

28
中国共产党中央储备粮枣庄直

属库有限公司委员会
张范镇东村

1.留守儿童关爱；
2.走访慰问老党员。

2021年12月 孙中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