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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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全称） 报到社区 项目内容 完成时限 责任人

1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我为群众办实事”——枣庄财金集团开
展“迎新春 送祝福”活动。走访慰问15
户，为村民现场书写春联600余副。

2022年1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村内照明工程，安装太阳能路灯117盏。 2022年2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自来水户户通工程，铺设自来水管道3690
米，共计安装自来水315户。

2022年2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村内道路修缮工程，修缮道路约4100余平
方米。

2022年3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民法典》宣传教育，张贴宣传海报
9张，受教育人才30余人。

2022年5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捐赠防疫物资（遮阳棚3顶、活动板房1套
、口罩消毒液若干）、协助开展核酸检测
和消毒消杀工作。

2022年5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关爱老人健康义诊活动。联系相关医院到
“双报到”对65岁以上老人进行健康体检
。

2022年7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重阳节走访慰问活动，计划走访15户左右
。

2022年9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共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深入学习党的二
十大会议精神。

2022年11月
姜艺

王泽超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财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山亭区西集镇
马庄村

其他招商活动 常态化开展 相关责任单位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储备粮枣
庄直属库有限公司委员会

张范西村 购置图书 2022年12月 张艳

3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助力社区疫情防控、参加防疫志愿者服务
、提供防疫物资消毒水、口罩、泡面、矿
泉水、牛奶、火腿肠等一批物资，总计
3000元。

2022年4月 宋庆国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协助社区做好卫生环境、垃圾分类、志愿
交通和文明宣传等服务，开展“助力创城 
志愿同行”活动。

2022年6月 宋庆国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为社区提供文明枣庄二十条、防灾减灾等
宣传手册，针对应急避险开展“上门宣传
”服务。

2022年7月 宋庆国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培训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主要培训《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防法》，对社区居民开展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宣传活动
。

2022年8月 宋庆国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充分利用社区党建阵地，开展党史宣讲、
慰问老党员和困难群众等党建工作。

2022年9月 宋庆国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为社区购买党徽、书籍、笔记本、党建学
习书籍一批，预计花销1000元。协助社区
丰富支部组织生活。

2022年10月 宋庆国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协助社区优化居住环境，解决社区乱扔垃
圾、乱贴小广告，车辆乱停放等问题，通
过张贴宣传海报、横幅等营造美丽社区氛
围。

2022年11月 宋庆国



3
中共枣庄市水利开发有限

公司支部委员会
市中区文化街
道北龙头社区

1.开展“美丽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积极
参加社区组织开展的政策宣讲、环境整治
、文明劝导、文明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
提升党员参与社区共建的责任意识，把党
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2.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解
决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国金水
发送温暖，办好民生实事、服务社区群众
。

2022年12月 宋庆国

4

中国共产党鲁南（枣庄）
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第

一支部委员会

颐嘉园社区

7月8日，组织党员携手颐嘉园社区到社区
所属优山美地幼儿园开展参观调研活动。
由于部分室外活动器材部分损坏，为其补
充新的室外活动器材，同时在小区内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为小区捡拾垃圾，将随意
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摆放整齐,为打造良好
社区环境贡献力量。

2022年7月
马宁
杜军
庄严

中国共产党鲁南（枣庄）
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第

二支部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金成置
业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5
中国共产党鲁南（枣庄）
经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物

业支部委员会
凤凰山东区

金瑞物业党支部携手新城街道开展党建引
领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分
组做好主要街道、楼道、绿化带等卫生死
角清理，垃圾箱成对分类摆放，将清理的
垃圾及时收集、清运，确保小区内无积存
垃圾、纸屑、烟蒂、污物等现象。同时，
对小区地下储藏室乱堆乱放物品进行了集
中清理，对乱拉乱设、飞线充电等行为进
行制止劝阻。）

2022年5月 李 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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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滕州市官桥镇
八一社区

携手社区做好“疫情防控”，日常防火宣
传和隐患联合排查工作

2022年12月

邢洪伟
夏延国
李修行
原小坤

7
中共山东省台儿庄古城旅
游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运河街道顺河
社区

1.美化绿化公共环境。协助开展社区绿化
养护工作，对接顺河社区运河人家小区工
作人员，进行实地调研不少于2次，厘清
实施红色物业联建项目，进行绿化美化工
作不少于1次，绿化面积不少于300平方，
志愿服务人均时长不少于2小时。
2.培养社区工作力量。增强邻里互助、法
律服务等社工力量，提供1次民法咨询服
务和指导，节假日定期开展困难户走访慰
问，慰问走访困难户5户。

2022年12月 袁成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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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枣庄市市
中区垎塔埠街
道十电社区委

员会

1.通过1+1党建联建共建开展形式多样的
组织生活，通过理论联学、组织联建促进
党建质量提升。
2.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宣传营造氛
围，实施十电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协调解
决居民诉求，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助力文
明城市创建。

2022年12月 褚衍科



9
中共山东泉兴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

高新区兴仁街
道松江社区党

支部

1.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深入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计划组织党员志愿
者到社区开展健康义诊一次，主要对居民
进行身体检查和健康指导；组织环保宣传
一次，宣传生态环境建设方针政策；落实
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举措，到社区进行
卫生清理，创建文明社区；重大节假日组
织党员志愿者开展走访慰问困难家庭活
动，送去党组织温暖；助力疫情防控措施
落实，为社区捐赠防疫物资。
2.开展基层党建共建。以讲党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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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党员到红色教育基
地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加强与社区党支部
党建工作交流，倾听群众诉求，提升“双
报道”工作质量，营造浓厚党建氛围。

2022年12月
张长生
许  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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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助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帮助修缮社区三
个破损井盖。

2022年7月 欧阳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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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文明社区志愿服务及安全用电志愿服
务宣传，为社区居民发放安全用电宣传
单，向居民讲解安全节约用电常识、电力
设施保护知识和触电急救知识等。

2022年11月 欧阳芳蓉



11
中共枣庄市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委员会
枣庄市薛城区
颐嘉园社区

在社区驻地优山美地小区发放200个左右
印制有“创文明城市 做文明市民”标语
的环保购物袋，倡导居民绿色生活，实现
垃圾源头减量。在免费向社区居民发放的
同时组织党员向社区群众进行环保节约及
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宣传。使社区居民
对创城知识了解更加深刻，参与创城的积
极性更加高涨。

2022年12月 王  鹏

12
中共枣庄市房屋建设开发

中心支部委员会

中共枣庄市市
中区文化路街
道市委社区委

员会

计划年底前对20户社区生活困难党员、群
众进行帮扶，以提供每户约300元的米、
面、油等生活物资为主（根据帮扶时物价
情况进行适时调整），计划投入资金约
6000元。

2022年11月 李  强

13

中共枣庄顺通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南山寨村

对南山寨村在疫情防控方面，送去医疗口
罩1000个、消毒酒精10L;老旧电网线路，
村内两处变压器，因年久失修，派驻专业
电工进行线路梳理，更换300米老旧电线
。

2022年3月 李志强

中共枣庄顺通机动车检测
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

南山寨村

为南山寨村送去防暑降温物资，送去矿泉
水6箱，绿茶2箱，红茶2箱；改善南山寨
村“脏、乱、差”等现象，组织入党积极
分子开展卫生大扫除，累计1.5工作日。

2022年6月 李志强



14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滕州

供电中心党委

中国共产党龙
泉街道樱花苑
社区委员会  

1.面向社区居民至少开展1次安全用电和
电力设施保护知识宣传、1次居民家用电
器义务检查。
2.面向社区附近中小学校至少开展2次学
校供电设施、应急自备电源全面检查和处
理消缺，至少开展2次中小学生安全用电
、应急救援知识宣讲。
3.配合社区做好居民安全用电宣传、道德
宣讲、科学普及等综合教育活动。

2022年12月 岳苓

15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市中

供电中心党总支

市中区立新社
区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至少开展2次社区安全用电检查，至
少开展2次安全用电和应急救援知识宣讲
。

2022年12月 付子豪

16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薛城

供电中心党总支

薛城区尚马社
区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年内至少开展2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至少开展2次社区用电设备安全检查
及常规巡视活动。

2022年12月 何梓源

17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台儿

庄供电中心党总支

运河街道陈庄
社区支部委员

会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至少开展用电的义务帮扶6
次：包含用电信息咨询、用电隐患排查、
用电安全宣讲、节能减排普及、电力火灾
防范、触电急救技能、电力法律法规宣讲
等，保证居民的安全用电。

2022年12月 尹东



18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山亭

供电中心党委

山城街道梅园
社区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至少开展4次社区留守儿童及孤寡老
人走访慰问、结对帮扶、春节前送温暖以
及安全用电检查。

2022年12月 赵祥

19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峄城

供电中心党总支

榴园镇八里屯
支部委员会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主要开展：
至少4次进社区开展安全用电、新能源接
入、“煤改电”业务现场办理、节电节能
宣传等活动和社区线路、台区隐患排查治
理，保障社区百姓用电安全。

2022年12月 刘衍超

20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高新

供电中心党总支
天安裕景社区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主要开展：
1.至少2次面向社区居民宣传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举措。
2.开展至少2次志愿精神宣讲、现场解答
客户咨询活动，提高社区居民安全用电和
电力设施保护意识

2022年12月 杜浩



21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经济

技术研究所党支部

山亭区凫城镇
的文王峪小学

组织单位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主要开展：
1.捐建1处“爱心书屋”，为“爱心书屋
”添置一批学生读物。
2.9月开学前，开展1次成绩优异和显著进
步学生表彰奖励。
3.举办至少2期“爱心课堂”，开展爱国
教育、用电安全教育。

2022年12月 张梦鸽

22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枣庄
力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党

委

枣庄市儿童福
利院

组织单位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主要开展：
1.至少开展2次慰问活动，为特殊儿童送
去节日祝福。
2.围绕“爱心基地”建设，至少开展1次
书籍捐献活动，1次牵手六一主题活动。

2022年12月 姜慧敏

23
中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枣庄供电公司委员会滕州

鼎源分公司党支部

滕州市庆忠爱
心小学

组织中心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青年
党员志愿者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社区志愿服
务。主要开展：
至少开展3次安全用电进校园、暑假安全
用电及防溺水知识普及活动，9月开学前
开展1次为困难学生献爱心活动、1次家访
活动，与学校和家长共同关心孩子成长。

2022年12月 吕俊峰

24
中共山东国新粮油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委员会
遗棠村 开展贫困家庭送温暖活动。 2022年12月 卢志杰



25
中共枣庄华润燃气有限责

任公司委员会
各塔埠街道光

明社区

1.全年计划燃气社区安全宣传4次（3月5
日学雷锋、6月安全宣传月、国庆前夕安
全宣传、11月份冬季安全供气宣传）。
2.以更换波纹管为契机，上门安检1800余
户。

2022年12月 刘敏

26
中共枣庄交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
枣庄市薛城区
四季菁华社区

1.根据工作需要，联合开展社区卫生整治
志愿者服务活动，帮助社区物业人员清理
小广告、垃圾2次，还社区一片洁净，为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贡献力量。
2.向社区居民发放用盐小知识，普及科学
用盐1次。宣讲食盐专营、食盐加碘知识1
次，做好科学选盐。

长期坚持 张翔

27
中共枣庄交运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委员会

枣庄市市中区
光明路街道官

地村社区

1.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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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
居民提供乘车咨询等服务工作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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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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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城区常庄街
道东兴社区

1.联合开展疫情防控、文明城市创建、社
情民意大走访等“我为群众办实事”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2.联合开展“庆国庆 喜迎党的二十大”
社企共建活动。
3.开展东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提升工
程，共同打造红心驿站--心理咨询室。

2022年12月 王乐天

29
中共枣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委员会
凤凰台社区

与社区共同开展讲党课、主题党日活动，
进行党建联学共建。

2022年12月 高辉

30
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党

委

中国共产党龙
泉街道金河湾
社区委员会

1.计划年底前对20户社区生活困难党员、
群众进行帮扶，以提供每户约300元的米
、面、油等生活物资为主（根据帮扶时物
价情况进行适时调整），计划投入资金约
6000元。
2.年底前发动党员积极参加志愿服务，计
划由公司党委利用传统节日期间组织3次
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深入生活困难党员、
群众家庭，进行义务劳动等力所能及的帮
扶。切实把党的关爱落到实处，把党的关
怀送到社区生活困难党员、群众的心中。

2022年12月 郝健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