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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 通 讯 员
薛丹 枫 记 者 杨 向
东冤日前袁合德镇社会事
业局联合县市场监管局
合德分局对辖区内养老
机构内设食堂的食品经
营许可证尧 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尧 食品原材料采
购和进货查验尧 食品加
工过程规范操作尧 加工
场所环境卫生情况 尧餐
具清洗消毒及食品留样
情况尧 索证索票制度的
落实等情况开展专项检
查遥 这是该镇高度重视
老年人食品安全的一个
镜头遥

为确保让老人们吃
得放心尧吃得安心袁年初
以来袁合德镇多措并举袁
抓实抓牢养老机构食品
安全监管遥 加强组织领
导遥 该镇建立由镇主要
负责人亲自抓袁 分管负
责人靠上抓袁 养老机构
负责人主动抓袁 一级抓
一级袁 层层抓落实的工
作责任制袁 把养老机构
食品安全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抓紧尧抓实袁不
断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
平遥 严把食品采购遥 该镇
严格食品进货渠道 袁全
镇养老场所通过与镇内
大 型 超 市 签 订 合 作 协
议袁统一标准尧统一采购尧统一运送袁每
批食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索证袁
严格落实食品采购检查验收相关制
度遥 加强教育管理遥 该镇统一制定养老
场所食堂从业人员培训计划袁 定期组
织对从业人员进行食品卫生知识尧职
业道德和法制教育的培训袁 不断提高
其职业道德意识袁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
管理规定和操作规范遥 强化监督检查遥
该镇各养老场所按照叶食品安全法曳等
相关规定开展自查袁并做好排查记录袁
发现问题立即整改遥 由镇社会事业局
牵头袁组织派出所尧市场监管分局和卫
生院等职能部门袁对食品加工环境尧场
所尧设施尧存储和餐饮器具消毒进行抽
查袁切实守护野餐桌上的健康冶袁筑牢养
老机构食品安全底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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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披霞光袁从晨曦中走来袁银发苍苍袁却是野老骥
伏枥袁志在千里冶曰他们引吭高歌袁从人群中走来袁弯躯如
弓袁却是野烈士暮年袁壮心不已冶曰他们挥舞党旗袁从旷野中
走来袁睛若黄珠袁却是野残灯犹未灭袁将尽列扬辉冶遥 他们就
是县税务局离退休老干部遥

2018 年 11 月县税务局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创建袁现
有离休干部 3 名袁退休干部 121 名遥 这支由野资深税官冶组
成的队伍袁 始终有效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袁以
打造野鹤乡银税冶党建品牌为目标袁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袁不
断创新机制和载体袁丰富基层党建的内容和形式袁围绕野六
有一提升冶的总体目标袁重基础尧求特色尧亮品牌袁努力开创
离退休干部工作新局面遥 该党支部曾先后被县委老干部
局尧县委离退休干部委员会表彰为野先进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冶袁被市委老干部局授予野示范党支部冶称号遥

党建引领院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在新时代奋进路上袁 更要坚定不移赓续红色血脉袁将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确定为核心价值尧 信仰寄托尧精
神支柱遥 县税务局始终主动聚焦发挥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战
斗堡垒作用袁始终着力提升党组织凝聚力遥

该局充分利用好本地的红色文化载体袁组织退休干部
参观华中工委纪念馆尧重温入党誓词袁增强退休干部党员
的党性观念和党员意识曰组织退休干部党员参与野不忘初
心袁牢记使命冶的主题教育袁系统学习县局党委主题教育通
知精神和中央开展主题教育的文件袁专题听取党课袁参与
学习讨论曰要求每位参加学习的同志写好学习心得袁号召
大家永远不忘初心袁退休不退志袁退休不褪色遥 此外袁还先
后组织人员参加全省税务系统野回望百年路尧助力新征程冶
口述党史尧税史和野听党话尧念党恩尧跟党走冶征文活动袁
2021 年以野建党 100 周年冶为主题袁向省尧市局推荐叶一个税
务人员的回忆曳叶滩涂上的老税官曳等 5 篇征文和野不忘初
心跟党走袁兴税强国勇担当冶等 3 幅字画遥 通过网络竞答和

“夕阳红”焕发新活力
要要要记县税务局离退休老干部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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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问答的方式袁 积极参加江苏省老干部系统党史知识竞
答活动和党史知识竞赛活动袁先后有 60 余名退休干部参加
活动遥 2021 年 5 月中旬袁对符合颁发野光荣在党 50 年冶纪念
章的 21 名离退休党员名单予以公示曰5 月 20 日袁 又组织近
50 名退休干部到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参观学习袁 大力营造
离退休干部同心共庆百年华诞尧 齐心助力开创新局的浓厚
氛围遥

品牌创塑院汲取奋进力量 践行为民初心
党建品牌创建是新时代推进党建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有

效途径遥 射阳县税务局精心培育野鹤乡银税冶的党建品牌袁从
多个维度用力袁探索出了一条以品牌为引领袁多层次深化尧
全方位推进党建工作的新路子,切实让品牌创建成为推进党
建创新尧促进中心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遥

该局加强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袁 结合离退休干部党支
部的特色袁提炼形成具有党建理念尧地域特色和职业特点的
税务党建品牌要要要野鹤乡银税冶遥 围绕这一定位袁设计品牌标
识袁诠释品牌内涵袁体现队伍管理理念袁增强党员干部归属
感和幸福感遥 品牌专属标识 logo 为丹顶鹤托举着两名中年

野税官冶袁意为从鹤乡射阳走出的野银发税官冶袁完全契合离退
休干部的形象遥 此外袁还强化阵地建设袁融合共建野党建阵
地尧学习阵地尧文化活动阵地冶等野三个阵地冶为一体的野射阳
县税务局离退休干部党群文体活动中心渊阳光驿站冤冶遥 野三
站六队冶袁即院税务老年健身站尧老年文化站尧老年棋牌站遥 分
设六个代表队院太极代表队尧门球代表队尧文学代表队尧歌舞
代表队尧棋类代表队尧牌类代表队遥 为方便老同志开展各项
活动袁县局专门安排了活动场所袁配备了活动器材遥 中心成
立后袁组织全体税务系统老同志进行牌类竞赛袁对获奖者进
行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劢袁提高老同志的积极性遥 同时袁积
极开展红色书画展览尧棋牌竞赛等系列正能量活动袁促进规
范管理袁增加离退休干部活力遥

服务保障院创新管理模式 点燃发展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 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

层袁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袁必须把野抓基层尧打基础冶
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举遥而完善制度建设则是抓好基层工
作的重中之重遥

2018 年袁国家进行机构改革袁国地税合并袁成立了野国家
税务总局射阳县税务局冶袁同时成立野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射阳
县税务局委员会冶袁合并后的党支部重新发文批复袁同意成立
野老干部第一支部委员会冶和野老干部第二支部委员会冶袁隶属
于射阳县税务局机关党委遥 为全力打造野鹤乡银税冶这一品
牌袁县税务局制定十二项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工作制度袁不断
加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规范化建设袁分别是院党支部目标承
诺制度尧党支部换届选举制度尧党支部党务公开制度尧党支部
议事制度尧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尧党支部党员统一活动日
制度尧党支部野三会一课冶制度尧党支部野创先争优冶制度尧党支
部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尧 税务局离退休干部活动室管理制度尧
税务局离退休干部支委联系制度尧税务局离退休干部联系群
众制度遥 其中 叶射阳县税务局离退休干部及党支部工作方
案曳袁明确政治关心尧组织生活尧学习待遇尧生活待遇尧医疗保
障尧集体活动等具体内容袁统筹安排全年离退休干部各项工
作遥叶离退休干部生病住院慰问管理办法曳袁明确慰问标准袁规
范工作流程袁对身病住院尧身患重病尧失能尧高龄等有特殊困
难且符合条件的离退休干部袁给予更多关心照顾遥

党旗引领风帆劲袁税徽闪亮谱新篇遥 县税务局正进一步
深化野鹤乡银税冶品牌创建袁只争朝夕袁不负韶华袁全力推动射
阳高质量发展再登新台阶遥

在美丽的鹤乡射阳袁有一处恬静雅致的住所让人流连忘返遥 这里袁以全新的办院体制尧独特的运营模式尧
一流的硬件设施和高品质的养老服务袁提升了入住者的幸福指数袁成为老人颐养天年的长寿乐园遥 这袁就是

射阳县养老中心遥
县养老中心位于县城幸福大道袁占地 85 亩袁总建筑面积 56980 平方米袁共设

床位 1200 张袁总投资达 2.8 亿元袁是县委尧县政府的重点民生实事工程遥中心楼房
林立袁鳞次栉比曰庭院阔绰袁树绿花红遥 五大功能区错落有致袁满足了入住老人多
元化的生活需求袁是全县规模最大尧苏北一流的综合性专业养老机构遥

环境优美怡人袁配套设施完备
中心环境温馨秀美尧设施先进袁容积率低尧绿化率高袁喷泉尧凉亭尧游鱼尧小道袁

处处是景袁四季花开,连廊蜿蜒袁曲径通幽遥 徜徉其间袁神清气爽袁焕发夕阳光彩袁
寻觅诗和远方遥 在这里袁老人平添蓬勃生机与活力袁畅圆晚年幸福和梦想遥

医疗康复区院二级综合康复医院入驻袁配套先进的医疗设备袁同时协作上海
瑞金医院袁邀请名医坐镇袁联合打造老人的野家庭医生冶袁架起乐天安老金桥遥

护理区院智能化尧无障碍尧适老化的优质硬件设备尧专业护理照料团队袁为入
住的失能尧失智老人提供专业的护理照料和有尊严的生活品质袁畅享居家温馨
氛围遥 追忆岁月流转袁品读人生真谛遥

颐养区院优质的适老化设施尧周全的服务项目尧24 小时的值班制尧智能化的
管理服务袁为入住的自理老人提供贴心的生活照料袁宽松与自由充分彰显遥

综合服务区院科学餐饮袁荤素合理袁精选绿色有机食材袁精心调配养生膳食袁定制老人个性化配餐曰便民超市尧
美容美发室尧茶吧尧金融自助便民点等袁举步即至袁便利快捷遥 党员活动中心尧阅览室尧书画室尧棋牌室尧音乐室尧健
身室活动丰富多彩袁老年大学尧培训中心科目情趣盎然袁让心灵充盈而有力量遥

高层套间公寓院完善的生活配套尧适老化装置袁让老人享受全天候尧全方位的生活照料服务曰特色庭院套间公
寓区环境清幽袁阳光充足袁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袁无障碍设施尧适老化设备尧应急按钮尧24 小时服务台等特色装备袁贴
心服务随叫随到遥 入住老人以户为单位袁既可享受自由温馨的居家生活袁同时获得专业的医疗尧养生尧休闲尧娱乐
等服务遥 唤起烂漫童心袁激发青春活力遥

全方位一体化服务袁创塑优质养老服务品牌
中心践行野全方位一体化袁医养护一条龙冶服

务理念袁建立健全秘书管家式服务体系袁为老人
提供生活起居尧三餐供应尧换洗衣服尧洗浴保洁尧
环境整理尧 超市购物等全天候的各项生活服务袁
解决老人因腿脚不便难以完成的生活琐事烦恼袁
为老人提供便捷尧周到尧快乐尧温馨的养老生活遥

中心以发展老年健康教育尧丰富老年文娱生
活尧搭建老年人才服务平台三条支线建设老年文
化体系袁创建老年大学分校袁拓展老年大学 5 个
班袁成立 8 个活动社团尧4 个活动队袁创办内刊野颐
乐园冶袁开展野乐龄党小组冶活动袁凸显中心特色养
老文化袁创塑优质养老服务品牌遥

中心积极引导并动员老人参加中心组织的
丰富多彩的兴趣活动小组袁让老人在棋牌尧音乐尧
舞蹈尧书画尧手工尧健身尧阅览尧园艺尧球类运动等
各类活动中寻找生活快乐袁陶冶思想情操袁丰富
晚年生活遥 中心本着养老与养生同步的原则袁为
老人建立个人专属的健康档案绿皮书袁时刻关注
老人的生活及健康动态袁 保证老人放心居住尧惬
意生活遥

精心管理诚信经营袁考察取经纷至沓来
中心自成立以来袁秉持公益为先尧经营为本的发展理念袁严格按照物价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诚信经营袁保证入住长者老有

所养尧老有所乐袁让他们安心生活尧安度晚年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遥 中心将企业管理和服务优化放在核心地位袁抓培训尧备人才曰
抓创建尧树品牌袁获得了政府尧社会及行业的高度认可遥 先后被评为野全国敬老文明号冶野江苏省文明单位冶野江苏省养老服务业
综合发展示范基地冶野江苏省养老护理实训基地冶野江苏省养教联动基地冶野盐城市康养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冶等荣誉称号遥

近几年来袁众多党政部门尧养老机构尧社区管理等单位及个人多次前来考察学习遥 他们对该中心高起点规划尧高标准建设
和高水平服务给予充分肯定袁认为中心医养护紧密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袁以及视老人为亲人的养老服务理念和成功做法值得
总结推广遥

2021 年 3 月 26 日上午袁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副司长尧一级巡视员郝福庆袁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邦华一行来到县养老
中心调研养老工作遥 在听取相关情况介绍尧察看县养老中心运营现场后袁郝福庆尧李邦华对中心高品质建设尧高效能运营和高
水平服务给予高度评价遥

鹤乡养老新地标 颐养天年新福地
要要要 县养老中心开展优质养老工程建设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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