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文明实践在珠晖】

珠晖区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如期而至……

“迎国庆·喜迎二十大”,开展“党员先行、全民反诈”主题活动，弘扬志愿服务新风，需要你我共同

参与。为了进一步推动志愿服务精准化、常态化、品牌化，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各乡镇街道文明

实践所、站和志愿服务队伍公布了10月份的文明实践活动计划，诚邀您来参加。

珠晖区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服务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主办单位 服务地点
招募

人数

1 10月上旬
“喜迎二十大”科学理

论宣讲活动
通过学习加深理论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素养

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理论宣传志愿服务总队

湖北路筑天大

厦旁（青少年活

动中心）

30

2 10月上旬
开展“党员先行、全民

反诈”宣传活动

在辖区各居民小区普及居民下载“国家反炸中心”

APP宣传工作

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科技科普志愿服务队
苗圃街道 30

3 10月中旬
开展“禁毒及文明创建

”宣传行动

开展禁毒知识宣传讲座，让辖区居民认识毒品并指导

毒品的危害

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理论宣传志愿服务总队

东风街道前进里

社区
20



东风街道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022.10.9 劳动最美 茅坪社区 茅坪社区 董娟 17382172725

2 2022.10.25 道路交通安全 茅坪社区 茅坪社区 董娟 17382172725

3 2022.10.4
“迎国庆·庆重阳”红色节目进社

区
万众和养老院 前进里社区 雷仪群 18607345121

4 2022.10.19 “喜迎二十大·健康服务进社区” 帝景苑

东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及前进里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雷仪群 18607345121

5 2022.10.8
开展“党员先行、全民反诈”宣传

活动
玄碧塘社区

东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及玄碧塘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

滕华 8347905

6 2022.10.14 开展志愿者周末大扫除 玄碧塘社区 玄碧塘社区 周佳 8347905

7 2022.10.5 开展“全民核酸检测”行动 苏洲湾社区院内 苏洲湾社区 许梦琪 18773470316

4 10月中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微宣讲学习

交流活动

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理论宣传志愿服务总队

各乡镇街道村

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

30

5 10月下旬 “反对浪费崇尚节约”

文明活动

大力宣传“反对浪费、素尚节约”观念，弘扬勤俭节

约传统美德。

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文明风尚志愿服务队

苗圃街道狮山

路

30

6 10月下旬 全民免费核酸检测志愿

服务

开展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工作，并广泛宣传 珠晖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文明创建志愿服务队

冶金街道 30



8 2022.10.10 开展“反电诈骗”视频宣传活动 苏洲湾社区会议室 苏洲湾社区 许梦琪 18773470316

9 2022.10.22 开展“禁毒及文明创建”宣传行动 苏洲湾辖区 苏洲湾社区 许梦琪 18773470316

10 2022.10.10
一六村社区组织开展“党员先行，

全民防诈”活动
核工业卫校 一六村社区 刘晓娟 18974783101

11 2022.10.11
一六村社区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添光彩”主题安排活动
核工业卫校 一六村社区 刘晓娟 18974783101

12 2022.10.12
一六村社区组织开展“《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学习”活动
一六村社区三楼会议室 一六村社区 刘晓娟 18974783101

东阳渡街道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10月1日-10月31

日
助力高速路口疫情防控工作 珠晖南站 东阳渡街道 谢高石 13467751451

2
10月8日-10月31

日

助力全员核酸检测 组织辖区居民统一做核

酸检测

东阳渡街道各村

社区

东阳渡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
刘苹 13786407555

3
10月4日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志愿服务活动 慰问退

休老干部。

新华社区、东阳

渡社区

“衡阳群众”助困帮扶

志愿服务队

卢戎飞

赵丽美

13975465355

15200522771

4 10月8日

“党员先行、全员反诈”主题党日

活动 组织党员、志愿者帮全村人员宣讲及

下载反诈APP

各村(社区)
“衡阳群众”志愿服

务队
刘苹 13786407555

5 10月13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宣讲，组织志愿者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东阳渡街道三楼

会议室

东阳渡街道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
刘苹 13786407555

6 10月18日

“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活动 大力宣传

“反对浪费、素尚节约”观念，弘扬勤俭

节约传统美德。

东阳渡街道道德

讲堂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 刘秋菊 18711402199

7 10月20日
治安巡逻志原服务活动 平安创建、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
各村、社区

各村(社区) 治安巡逻志

愿服务队
卢戎飞 13975465355



8
10月21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微宣讲

学习交流活动
东阳渡街道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 刘秋菊 18711402199

9
10月14、21、28

日

全民爱卫卫生大扫除 组织工作人员、志愿

者将办公大厅及辖区卫生进行大清理

东阳渡街道、各

村（社区）

“衡阳群众”环卫志原

服务队
刘明 13974734818

10
10月28日 道德讲堂宣讲 利用宣传栏、板报、实物等

集中展示先进典型的事迹
东阳渡街道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 刘秋菊 18711402199

酃湖乡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9月30日

9：00-11：00
“重阳节”主题活动 酃湖乡 酃湖乡志愿服务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2 9月30日15:00-17:00 “迎国庆——祖国在我心中 酃湖乡
酃湖乡文化文艺志愿服务

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3
10月3日-10月7日

08:00-12:00 14:30-18:00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活动 各村（社区） 酃湖乡志愿服务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4
10月1日-10月7日

16:00-17:00
安全巡逻志愿服务活动 各村 酃湖乡志愿服务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5
10月9日

09：00—10:00
医保政策宣讲主题活动 胜利村 酃湖乡志愿服务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6
10月10日

9：00-10：00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

征程”主题教育实践
清泉山社区

酃湖乡文化文艺志愿服务

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7
10月18日

09：30—11:00
屋场恳谈会 双江村

酃湖乡文化文艺志愿服务

分队
周霜 18374799799

8
10月20日

15：00—16:0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宣讲活动
酃湖乡 理论宣讲志愿服务队 周霜 18374799799



衡州路街道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文明实践中心

名称
活动地点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简介 活动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衡州路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衡州路街道 10月1日-31日 助力全民核酸检测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宣传居民

统一做核酸检测
尹勇 19973486503

2
衡州路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衡州路街道

10月4日

下午17:00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志愿

者服务活动

对辖区内的高龄老人开展走

访慰问，送去节日祝福。
尹勇 19973486503

3
衡州路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衡州路街道

10月11日

下午15:30

“喜迎党的二十大”主

题活动

通过学习加深理论学习，不

断提高政治素养
尹勇 19973486503

4
衡州路街道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衡州路街道

10月14日

下午17:30

周末卫生大扫除志愿者

活动

组织志愿者在机关内开展卫

生大清扫活动
尹勇 19973486503

5 白渔潭社区 白渔潭社区
10月3日

（8:00-19:00）
重阳节慰问活动

对辖区内的高龄老人开展走

访慰问，送去节日祝福。
王娟 18975414157

6 白渔潭社区 白渔潭社区
10月12日

（9:00-11:00）
开展综治民调宣传活动

宣传讲解综治民调工作开展

的内容、意义、目的、测评

等相关知识。

王娟 18975414157

7 白渔潭社区 白渔潭社区
10月28日

（8:00-12:00）

喜迎二十大，开展党员

日主题活动

通过学习加深理论学习，不

断提高政治素养。
王娟 18975414157

8 白渔潭社区 白渔潭社区
10月3日、10日、17

日、24日
全民核酸检测

组织辖区居民统一做核酸检

测
王娟 18975414157

9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12日

（9:00-11:00）

新园社区开展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宣讲会

组织党员在大会议室开展理

论宣讲活动
陈孝丽 17674741051

10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14日、10月21

日、10月28日

（16:00-17:00）

新园社区开展周五大扫

除活动文明创建活动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卫

生大清扫活动
陈孝丽 17674741051



11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24日

（10：00-12:00）

新园社区开展“喜迎党

的二十大”主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

出二十大主题宣传，社区组

织党员在大会议室开展“喜

迎二十大”党员活动

陈孝丽 17674741051

12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1日-10月31日

（8:00-19:00）

新园社区在辖区内重点

水域开展防溺水巡逻

组织志愿者在各重点水域开

展巡逻
陈孝丽 17674741051

13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1日-10月31日

（8:00-19:00）
新园社区助力全市核酸

社区定点联合医院开展全民

核酸，居民就近采样。
陈孝丽 17674741051

14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1日-10月31日

（8:00-18:00）
森林防火巡逻志愿活动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森

林防火巡逻
陈孝丽 17674741051

15
新园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新园社区

10月10日

（8:00-12:00）
重阳节慰问活动

组织辖区内高龄老人开展重

阳节主题聚会
陈孝丽 17674741051

16
王江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王江社区

10月12日

上午

王江社区开展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第四卷宣讲会

组织党员在大会议室开展理

论宣讲活动
谭思奇 18974724537

17
王江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王江社区

10月14日、10月21

日、10月28日

下午

王江社区开展周五大扫

除活动文明创建活动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卫

生大清扫活动
谭思奇 18974724537

18
王江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王江社区

10月24日

（10：00-12:00）

新园社区开展“喜迎党

的二十大”主题活动

为深入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

出二十大主题宣传，社区组

织党员在大会议室开展“喜

迎二十大”党员活动

谭思奇 18974724537

19
王江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王江社区

10月1日-10月31日

（8:00-19:00）

王江社区开展文明创建

宣传活动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文

明创建，防诈骗，禁毒，疫

情防控，民调工作宣传志愿

活动

谭思奇 18974724537

20
王江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王江社区

10月1日-10月31日

（8:00-19:00）

王江社区开展全民核酸

检测

社区定点联合医院开展全民

核酸，居民就近采样。
谭思奇 18974724537

21
王江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
王江社区

10月1日-10月31日

（8:00-18:00）

开展森林防火巡逻志愿

活动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内开展森

林防火巡逻
谭思奇 18974724537



和平乡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

话

1
10月4日上午8：30-11：30

及下午15：00-17：30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江东村村委会

阳光佳苑前坪
江东村 丁隆丹 18674760700

2
10月12日

上午9:00-11:00
理论宣讲活动 江东村村委会 江东村 王晶 17673294700

3
10月21日

下午16:00-17:00
周末清扫行动 江东村辖区内 江东村 王晶 17673294700

4
10月28日

上午9:00-11：00
理论宣讲学习活动 江东村村委会 江东村 王晶 17673294700

5 10月8日上午9点-11点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活动，

在辖区门店内排查消防安全
辖区内门店 刘家井社区 彭倩 17773453571

6 10月12日上午9点-11点 核酸检测维护秩序志愿服务 核酸检测点 刘家井社区 彭倩 17773453571

7 10月17日上午9点-11点
开展反诈宣传，发放宣传

资料广泛安装国家反诈app
辖区内 刘家井社区 彭倩 17773453571

8 10月21日上午9点-12点
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
社区会议室 刘家井社区 彭倩 17773453571

9 10月25日上午9点-13点

“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

“我的衡阳，我的奋斗”主题宣讲活

动

社区会议室 刘家井社区 彭倩 17773453571

10
10月1日

8：00-18：00
“我们的节日.国庆”主题活动 罗荣桓故居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1
10月8日

15：00-16：30

“感党恩、听党话、

跟党走”红色故事分享会
四楼会议室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2
10月9日

8：00-11：00

“浓浓敬老情，关爱暖人心”关爱慰

问敬老院老人活动
本村辖区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3
10月11日

9：30-11：30
“关爱青少年”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本村辖区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4
10月12日

9：30-10：30

“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

“我的衡阳，我的奋斗”主题宣讲活

动

四楼会议室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5
10月14日

9：00-11：30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乡风文明”

主题活动
本村辖区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6
10月16日

15：30-17：00

“敲门行动” 之文明创建、禁毒禁赌

、疫情防控入户宣传
本村辖区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17
10月17日

9：30-11：0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微宣讲学习交流活动
四楼会议室 新民村 许秋凯 13467742748

粤汉街道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时间 活动主题（名称） 活动内容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每周五8:30-11:30

及14:30-17:30
核酸检测志愿服务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各社区核酸检

测点
卫生健康服务队 冯琼 15886417897

2
10月8日

8:30分-12:00

《习近平谈治国理证》（第四

卷）微宣讲交流活动

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粤汉街道 理论宣讲服务队 冯琼 15886417897

3
10月9日

15:30分-18：00

“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

我的衡阳，我的奋斗”宣讲报

告会

讲解强国复兴道路上的

奋斗故事
粤汉街道 理论宣讲服务队 冯琼 15886417897

4
10月10日

8:30分-12：00
禁毒知识宣传讲座 开展禁毒知识宣传讲座 法治广场 理论宣讲服务队 冯琼 15886417897

5
10月12日

15；00-18：00
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及推广

在辖区内开展反电诈宣

传
粤汉街道 衡阳志愿者 冯琼 15886417897



6
10月26日

15；00-17：00

“喜迎二十大”科学理论宣讲

活动

邀请街道联点领导、社

区工作人员开展“喜迎

二十大”科学理论宣讲

粤汉街道 理论宣讲服务队 冯琼 15886417897

7 10月28日

15；00-17：00
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工作

组织志愿者在辖区门店

排查消防安全
粤汉街道 教育服务队 冯琼 15886417897

8
每周五14:30-

17:30

普及居民下载“国家反炸中心

”APP

在辖区各居民小区普及

居民下载“国家反炸中

心”APP宣传工作

辖区内 机场社区 赵兴嘉 15575560288

9
10月8日8:30-

10:30
各项政策理论宣讲 开展各项政策理论宣讲 辖区内 机场社区 赵兴嘉 15575560288

10
10月9日8:30-

10:30

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第四

卷

组织学习《习近平治国

理政》第四卷
辖区内 机场社区 赵兴嘉 15575560288

12

10月15日8:30-

11:30及14:30-

17:30

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
组织辖区志愿者队伍开

展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
辖区内 机场社区 赵兴嘉 15575560288

13
10月20日8:30-

11:30
综治民调、禁毒宣传工作

在辖区内通过微信群及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开

展禁毒、民调宣传

辖区内 机场社区 赵兴嘉 15575560288

14
10月9日

15：30-17：00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科普宣传

进企业（健力假肢）
加强法律科普宣传 健力假肢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15
10月10日

9：00-11：00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预防高血压为主题活动
向荣里辖区内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16
10月12日

15：00-17：00
禁毒、民调宣传

在辖区内发放宣传册开

展禁毒、民调宣传活动
向荣里辖区内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17
10月14日

9：00-11：00
理论宣讲学习活动

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
向荣里会议室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18 10月17日

9：00-11：00
党的二十大安保维稳

参与党的二十大召开之

前的安保维稳工作
向荣里会议室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19
10月19日

15：00-17：00
文明创建入户宣传

组织志愿者上户进行文

明创建的入户调查，
向荣里辖区内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20
10月20日

9：00-11：00
国家反诈中心APP安装及推广

在辖区内开展反电诈宣

传活动，通过居民微信

群发放宣传册等。

向荣里辖区内 向荣里社区 阳宝容 18374739021

广东路街道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10月1日-10月5

日8:00-12:00
“喜迎二十大，我为城市焕

新颜”志愿活动
火车站广场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唐磊 3331600

2

10月3日

8:00-12:00

15:00-18:00

全员核酸检测 火车站广场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车

站坪社区
唐磊 3331600

3
10月8日

15：00-18：00
组织党员集中学习 临江社区会议室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唐磊 3331600

4
10月10日

9：00-11：00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广东路街道机关

周边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唐磊 3331600

5
10月15日

11：00-12：30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文明

行动
葵花里社区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葵

花里社区
唐磊 3331600

6
10月21日

17：00-16：00
周末大扫除 广东路街道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唐磊 3331600



7
10月25日

9:00-11:00

开展“小手拉大手，同心护

未来”关爱未成年人活动
东方宝贝幼儿园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荷

花坪社区
唐磊 3331600

8
10月26日

9：00-11：00
学习贯彻二十大会议精神 临江社区会议室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临

江社区
唐磊 3331600

9
10月28日

9：00-11：00
交通劝导

广东路街道机关

周边
广东路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唐磊 3331600

10
10月3日

8:00-12:00
全民核酸检验 临江社区 临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唐伯君 8301009

11
10月9日

9：00-11：00

我们节日-重阳节活动

爱洒桑榆晚 青春暖夕阳
临江社区 临江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唐伯君 8301009

12
10月9日

9：00-11：00

我们节日-重阳节活动 车站坪社区
车站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肖婷 8599573

13
10月15日 防诈骗宣传活动 车站坪社区

车站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肖婷 8599573

14 10月16日 观看党的二十大开幕式
湖北路社区三楼

会议室
湖北路社区 张平 8183142

15
10月18日

9：00-12：00

呵护成长“未”你而来 大力

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普法宣

传活动

湖北路小学 湖北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朱梅 8183142

16
10 月 10 日

9：00-12：0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

卷）微宣讲学习交流活动
荷花坪社区 荷花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许巧玉 15874756085

17
10 月 25 日

9：00-11：00

“小手拉大手，同心护未来”关

爱未成年人活动
东方宝贝幼儿园 荷花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许巧玉 15874756085

18
10 月 9 日

15：00-16：30

“党员先行、全员反诈”主题党

日活动
葵花里社区 葵花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吴权浩 17877720940

19
10 月 15 日

11：00-12：30

“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活

动
葵花里社区 葵花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吴权浩 17877720940

20
10 月 18 日

9：30-10：30

“新时代、新阅读、新未来”阅

读活动
葵花里社区 葵花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吴权浩 17877720940



21
10 月 20 日

9：00-11：0
“共话移风俗”座谈活动 葵花里社区 葵花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吴权浩 17877720940

22
10 月 8 日

9：00-11：00
参与禁毒斗争 争创平安社区 鑫都国际广场 上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周燕琴 19973442665

23
10 月 14 日

9：00-11：00
党员先行 全民反诈主题活动

鑫都国际广场
上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周燕琴 19973442665

24
10 月 16 日

15:00-16:00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居民清理楼

道

东香苑二期
上溪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周燕琴 19973442665

25
10月3日

9：00-12：00

“我们的节日.重阳”活动 和平小区社区
和平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刘莉 15817611847

26
10月7日

6：00-9：00
“健康伴我行”义诊活动

和平小区社区
和平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刘莉 15817611847

27
10月16日

15：00-16：30

“喜迎二十大 共创文明社区

”欢迎会

和平小区社区
和平小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刘莉 15817611847

苗圃街道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

号

活动时间 活动名称 活动地点 主办单位 联系

人

联系电话

1

10月1号-10月

31号上午7.00-

11.30

助力全员核酸检测 各核酸检测点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2
10月8号上午

8.30-10.30

“党员先行，全员反诈”主题党日活动 苗圃街道三楼

会议室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3
10月13号上午

9.00-11.00

组织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 苗圃街道三楼

会议室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4
10月15日

15：00-16：00

“敲门行动”之文明创建 辖区内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5
10月17号上午

8.00-10.00

组织禁毒、民调宣传 辖区内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6
10月24号下午

3.30-4.30

理论宣讲活动 苗圃街道三楼

会议室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7
10月26号上午

9.00-11.00

喜迎二十大，开展“强国复兴有我”宣讲主

题活动

苗圃街道三楼

会议室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8
10月28号上午

9.00-10.00

“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活动 苗圃街道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9
10月31日

15：00-18：00
气排球比赛

苗圃广场气排

球馆 苗圃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尹思 17872130717

10
10月4日

9：00-11：00

“我们的节日.重阳”主题活动 社区三楼会议

室 蔡家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尹丽 13786453358

11
10月8日

15：00-16：30

蔡家皂社区集中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

社区三楼会议

室 蔡家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尹丽 13786453358

12
10月12日

9：00-10：30

苗圃街道蔡家皂社区家政培训班 社区家长学校
蔡家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尹丽 13786453358

13
10月14日

9：30-10：30

蔡家皂社区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光

盘行动宣传教育活动

蔡家皂社区道

德讲堂 蔡家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尹丽 13786453358

14
10月18日

15：30-17：00

“小手拉大手，同心护未来”关爱未成年人

志愿活动

社区三楼会议

室 蔡家皂社区、建湘小学
尹丽 13786453358

15
10月13日

9：30-10：30

“喜迎二十大，强国复兴有我---我的衡阳.

我的奋斗”宣讲报告会
服务里社区

服务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陈欣杰 15973465764

16
10月17日

15：30-17：00

“小手拉大手，同心护未来”关爱未成年人

志愿活动
苗圃广场

服务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陈欣杰 15973465764

17
10月24日

15：00-18：00

“敲门行动” 之文明创建、禁毒禁赌、疫情

防控入户宣传
苗圃里

服务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陈欣杰 15973465764

18
10月27日

15：00-18：00
义诊进社区活动 服务里社区

服务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
陈欣杰 15973465764



茶山坳镇10月份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计划

序号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主办单位 服务地点 服务时间 招募人数

1

“疫情防控 人人有

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活动

珠晖北高速路口疫情防控，严

控把关输入风险。

茶山坳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茶山坳镇茶金

路95号
10月1日-31日 60人

2
森林防火宣传巡逻

活动

组织志愿者开展森林防火宣传

和巡逻

茶山坳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各村、社区 10月1日-7日 30人

3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四卷学习

组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四卷理论学习和讨论

茶山坳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镇五楼会议室 10月8日上午 20人

4
防电信诈骗宣传活

动

组织志愿者在茶山社区居民广

场开展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

茶山坳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茶山社区 10月11日上午 10人

5 综治民调宣传活动
组织志愿者参加村社区综治民

调宣传

茶山坳镇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

茶山坳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
10月1日-10日 5人

6
文明创建美丽乡村

清洁志愿行动

组织志愿者参加村主干道卫生

清洁行动
各村实践站、所 各村、社区 10月1日-30日 10人

7 文明创建活动
组织志愿者开展卫生保洁和入

户调查问卷测评
各村实践站、所 各村、社区 10月1日-15日 10人

8 综治民调宣传活动
组织志愿者参加村综治民调宣

传
各村实践站、所 各村、社区 10月1日-10日 1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