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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力攻坚
务求工作实效

托举百姓幸福梦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 4.5 万人，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 2%以内；城乡基本社会
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8%以上；累计实施
14 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改造 1 万多户，建
成安置房 1.4 万套……
数据一串串，幸福满打满。近年来，我
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好民
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加大困难群众的
基本生活保障力度，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
建设同频共振，解决了一大批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更
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让“平均数”更高
7 月 20 日，启东市嘉禾力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基地上，工人们在加紧种植、培管
蔬菜。负责人茅赛赛根据客户通过 APP 发
来的订单，安排员工到指定地块进行采
摘、整理、包装。
“ 这些菜每天上午 9 点装
车发送，傍晚就能配送到客户家中。”茅赛
赛说。
茅赛赛是一名准 90 后，2015 年下决
心当职业农民。一年四季在田间地头伺
候，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但他这个农民当
得别有新意：有机种植、私人订制、统一配
送。
“ 目前，150 多亩菜地全部被客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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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第八次会议召开

“创造新业绩 迎接党代会
迎接党代会”
”
特别报道·民生福祉篇

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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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在实现盈利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百
引进专业化经营团队，打造田园综合体和
月，比“十二五”末增加了 130 元/月。城市
姓共同致富。”茅赛赛的种田经浸润着现
民宿集群。
特困供养标准达到 1945 元/月，比“十二
代气息。
五”末增加了 595 元/月；农村特困供养标
新时期怎样富民？市委、市政府始终
让“极少数”更稳
准达到 1010 元/月，比“十二五”末增加了
把富民优先作为发展第一导向，统筹推进
260 元/月，确保帮扶对象家庭负担持续减
产业富民、创业富民、就业富民的各项工
一阵大雨过后，汇龙镇临江村党总支
轻、经济收入持续增加、社会关爱持续感
作，让高线不断刷新、底线一再提高、差距
书记秦忠马上给村里的困难户张大姐打
受、脱贫效果持续巩固，进一步补齐富民
逐步缩小、幸福感持续攀升。2020 年，我
去电话，
询问刚修缮好的房子是否漏雨。
短板。
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
“秦书记，多亏了村干部帮忙，以前外
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50238 元、27617 元，是“十二五”末的 1.5
面下大雨家里下小雨，现在下再大的雨也
通过一项项实实在在的举措，我市筑高了
倍；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从“十二五”末的
不怕了。
”
张大姐平时独居，
患有多种疾病，
社会保障底线，帮助困难群众逐步走上脱
2072 元/月提高至现在的 2417 元/月。
今年住院期间秦忠多次前去探望，并为其
贫致富之路，共同奔向小康生活。
农民增收是这五年来我市实施富民
申请了低保与危房维修。
“有了社会保障的
工程的一个重要抓手。圆陀角村 12 组的 ‘兜底’
，
我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意。
”
让“大多数”更好
王静芳已过花甲之年。3 年前，她开起了
“十三五”期间，我市大力实施民生
“好望海”民宿。
“这么大年纪开民宿，我感
保障工程，全市发放就业补助资金 5043
曾经，楼房成“漏房”。60 平方米的房
觉像在做梦。”王静芳说，
“8 间客房，年营
万元，发放稳岗返还资金 2816.42 万元。扶
子里，黄菊萍老夫妻俩一住就是 30 年。
业额 40 多万元，
这都是好环境带来的。
”
持 8300 人创业，带动 25000 人就业。累计 “搬家！无论如何要搬家！”
近年来，我市致力打造“新型职业农
发放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长龙二村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空
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经营”模式。
4065.4 万元；累计发放公益性岗位补贴
中线缆纵横交错，地下化粪池说堵就堵，
2014 年以来，全市共培训生产经营型新
427 万元、公益性岗位社保补贴 2472 万元
道路坑坑洼洼、狭窄难行……说起小区的
型职业农民 786 人，其中 22 人被南通市评
……一系列敢为人先的“富民”
“ 惠民”政
居住环境，黄菊萍直倒苦水。
为新型职业农民标兵。2016 年，我市出台
策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启东人的幸福感和
今年 5 月，长龙二村老小区改造工作
《关于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逐
获得感。
按下启动键。这让原本打定主意要换房的
步建立常态化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
“小康路上，一户也不能少、一个也不
黄菊萍来了精神。生怕邻居们未得到消
同时，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撬动效应，创新
能落。”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精准帮扶政
息，她逢人便讲：
“我俚小区要改造了。
”
农村金融服务举措，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
策，将困难家庭及人员列为重点帮扶对
今年以来，我市系统化改造老旧小区
业农村发展，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经
象，进行“靶向治疗”。全市低保保障标准
24 个，计划改造面积 122 万平方米，惠及
济，着力盘活闲置房、农房等“沉睡资源”，
实现城乡一体化，低保标准达到 710 元/
居民 1.3 万余户。
（下转第 2 版）

本报讯 7 月 21 日上午，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八次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召
开。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南通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第七次会议要求，总结前阶段
工作经验，研究部署下阶段任务。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崔晓勇出席会议。
崔晓勇指出，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部
署要求，特别是“七一”前后，党史学习走深走实、
宣传宣讲掀起高潮、庆祝活动精彩纷呈，营造了良
好氛围。主要体现在，聚焦深学细悟，党史学习成
效显著；突出创新创优，党史宣讲入耳入心；注重
融合融入，系列活动精彩纷呈；坚持实干实效，主
题实践落地生根。
就做好下阶段工作，崔晓勇强调，要在学深悟
透上持续发力，着力把握精神实质。把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
核心内容，认真组织系统学，丰富形式推动学，联
系实际深入学，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在宣传宣讲
上持续发力，着力凝聚思想共识。充分发挥我市各
类宣讲团优势，积极开展面向基层的全覆盖宣讲
活动，开展广泛宣讲，
增强宣讲感染力；
抓好新闻宣
传，
提高舆论引领力；
坚持立德树人，
开展面向青少
年的宣传交流，不断将党的理论、党的声音传播到
千家万户。要在务求实效上持续发力，着力推动走
深走实。
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
重要讲话的
实践要求，
进一步深刻理解
“争当表率、
争做示范、
走
在前列”
的重大使命，
把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推进好，
把
“跑好第一棒、
奋进新征程”
实践活动落实
好，把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品牌化，以坚定的信心和
意志，
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
会上，惠萍镇、合作镇、北城区街道、市司法
局，以及市委党史学习教育第二、第九巡回指导组
作了交流发言。（融媒体记者 黄燕鸣 丁路健）

全市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
护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召开

排定管护清单
明确改革目标

迎峰度夏
保供电

本报讯 7 月 21 日下午，全市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管护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召开。
去年底，我市出台《启东市关于深化农村公共
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排定了农村
公共基础设施管护“启东清单”，涵盖人居环境、交
通运输、农村水利、农田基础设施、文化、教育等 17
个类别，明确了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政府主导、多
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机
制；
到 2030 年，
形成具有启东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管
护体制机制；到 2035 年，全市农村各类公共基础设
施管护机制建立健全并管护到位”
的改革目标。
会议强调，要重点围绕落实管护责任制度、建
立高效的分类管护机制、完善相关的管护配套制
度、优化多元的资金保障机制等任务积极开展改
革工作，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市场运作的农
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体制机制，总结改革经验，逐
步推广，最终构建形成城乡一体的长效管护体制
机制。
（融媒体记者 王泉 宋东炜）

7 月 19 日，国网启东市供电公司施
工人员对位于北新镇普北村的 10kV 黄
仓线线路进行改造。
此次改造共更换电杆 24 根，导线 1.2
千米，维修变压器 3 台。改造完成后，黄
仓线的老旧电杆悉数“更新”，将更加有
效保障北新镇夏季高峰期间的安全可靠
用电。
融媒体记者 姜新春摄

规范有序管理
发挥功能作用

打通医保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
我市 5 家二级以上医院全部配备医保服务站
本报讯 7 月 19 日，市人民医院医保
服务站正式揭牌启用。至此，我市 5 家二
级以上医院全部配备医保服务站，标志着
我市医疗保障公共服务迈出了重要一步，
对于提升我市医疗保障服务水平、打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提高群众看病就医
满意度具有重要意义。

在医院设立医保服务站，将医保经办
服 务 前 移 到 医 院 ，实 现 医 保 服 务“ 就 近
办”，是市医疗保障局“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的一项利民举措。今年，市医疗
保障局在广泛调研、学习借鉴兄弟县市和
二级以上定点公立医疗机构充分商讨的基
础上，
顺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和需求，
全面推
动在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医
保服务站建设工作，实现人民群众对
医保需求服务最集中的医疗机构的
“院端可办、就按能办、一窗多办”
。
医保服务站配备 3 名具有医保

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在管理上实行“六
统一”，即统一服务标牌、统一场所设置、
统一人员着装、统一服务事项、统一服务
标准，确保各项经办业务严格按照医保相
关政策执行，实现医保办事流程最简、办
理时限最短、服务质量最优。医保服务站
主要服务事项包括：异地转诊人员备案、
特药特病待遇认定、医保政策宣传咨询服
务、居民医保参保登记、医保电子凭证激
活等共计 9 项医保业务。
启用当日上午，在市人民医院大厅的
医保服务站前，
陆续有市民前来咨询、办理

相关医保业务，现场工作人员一边办理业
务，
一边答疑解惑。
前来办理家属转院手续
的市民张女士称赞不已：
“原先这个手续得
去行政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现在在医
院里就可以办理了，
真是太方便了。
”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张焱表示，将不
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提高质效，进一步
拓展医保服务站的业务项目，提升医保服
务站的内在素质，让医保服务站成为方便
群众新的
“医保服务网”
。
（融媒体记者 朱俊俊 王凯 通讯
员 沈铁军）

我市今年计划再新建户外
劳动者爱心驿站 19 家
本报讯 7 月 20 日，市总工会召开户外劳动者
爱心驿站观摩推进会，加快推进户外劳动者爱心
驿站建设。
连续高温，如何关心爱护好户外劳动者？市总
工会加快建设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对站点选址、
建设、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确保让驿站成为广大
户外劳动工作者劳累时的“充电宝”
“ 加油站”，让
辛勤奔波的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
可喝水、累可歇脚”
。
参会人员现场观摩了启东邮政分公司、阳光花
苑、常熟银行、移动公司、环卫处等已建成的 5 家户
外爱心驿站。据了解，这些户外劳动者驿站可为环
卫工人、绿化工人、市政维修工人和快递员、送餐
员、城管人员、交通警察、物流驾驶员、出租车司机
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热水、
雨具、
急救包等服务。
截至目前，我市已建成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
28 家，
今年计划再新建 19 家，年底前建成 47 家。
（季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