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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兴化市昭阳街道长安社
区党委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抓
手，突出问题导向，创新治理方式，选
准选实破解问题的突破口，逐步形成
了“以基层党建为引领、以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为平台、以网格化管理为依托、
以协商民主为契入点”的多元主体参
与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倾力打造“长安
365”等党建服务品牌，着力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新格局，有效
提升了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完善阵地建设，构建党群服务“综
合体”。社区党委注重功能集成创新，
以群众所需所想为依据，按照面积全
面达标、功能全面完善、品位全面提升
的思路，建设了集培训教育、政务服
务、阅读交流、协商议事、便民服务等

功能为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其中用
于学习、服务的面积达 90%。开放式
办公的社区服务大厅让前来办事的居
民感到亲切友善；绿意盎然的阳台休
闲等候区让居民感到轻松惬意；功能
齐全的支部学习活动阵地让党员有了
家的归属感。道德讲堂、多功能排练
室、电子阅览室等功能室满足了不同
爱好、不同年龄的居民多样需求。家
庭医生工作室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以
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

延伸党建触角，织密管理服务“一
张网”。社区党委积极探索“小区域、
大党建”的工作机制，推行“网格＋基
层党建”模式，让群众“小事不出网格，
大事不出社区”。社区党委按照“一区
域一支部”“一网格一党小组”要求，根

据便于管理、便于组织、便于服务原则
设置党建网格。16名网格协管员、78
名楼栋长、417 名党员遍布 8 个网格，
逐步形成了体系清晰、重心下移的治
理格局。在疫情防控期间，各网格党
支部组织党员、居民志愿者、物业人员
对辖区内常住居民和流动人口开展了
拉 网 式 排 查 ，共 排 查 304 户 商 户 、
2951户居民、5家企事业单位，排查出
从国外、省外以及省内中高风险地区
回来的人员 287 名，建立健全了疫情
防控工作台账，将重点人员落实到小
组进行24小时动态管控。

注重联动共治，绘就共驻共建“同
心圆”。社区党委为更好地整合社会
资源力量，变“各自为战”为“团队协
作”，引导共建单位、驻区单位、物业企

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参与，促进
了多元主体共同治理。同时，建立了
大党委联席会议制度，健全统一领导、
有序推进的运行机制，定期召开会议，
研究破解难题，形成了共建合力，推动
了社区党建工作全面过硬、整体提
升。坚持定期召开大党委“联席会
议”，并根据各单位所能提供的“资源
清单”以及日常工作中所走访、收集的
居民“需求清单”，与红十字会等单位
签订了“便民小屋”“扶一把”“爱心超
市”“家庭医生工作室”等 5 个共助共
建项目，确保了服务的“需求清单化、
清单项目化、项目责任化”。

推动民主协商，激活居民自治“新
引擎”。在今年兴化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过程中，各个社区都有深刻的

体会，那就是群体性的问题如何解决，
例如“小区停车难要怎么解决”“环境
整治时是要路面硬质化还是保留绿
化”等。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长安社区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牵引作
用，为群众搭建便捷的议事平台，依托

“议事会”“有事好商量工作室”等载体，
通过“四步协商法”实现“民事民议、民
事民办、民事民管”，引导居民由“靠政
府”向“强自治”转变。通过民主协商，
老鸨塘小区、净水器厂家属区综合整治
等社区治理难题得到有效破解。

紧贴群众需求，打造为民服务“快
车道”。社区倾力打造了“长安 365”
党建服务品牌。“3”即三联，搭建以社
区为主导，美丽社工+优秀党员+核心
志愿者为合力的服务载体，形成服务

居民整体合力。“6”即六大服务内容，
政务服务、生活服务、法律服务、文体
服务、关爱服务、党员服务，通过六大
服务内容，提供满足居民需求为核心
的精准服务。“5”是 5 个服务维度，就
是由“扶一把”等项目拓展的“智慧关
护”“生活无碍”“医疗上门”“便民到
家”“爱心共享”五个服务维度的社区
服务体系。

长安社区通过党建服务品牌创
建，以“微力量”服务“大社区”，以“小
项目”撬动“大治理”，变“被动服务”为

“主动服务”，让社区服务由“普惠性”
变成“精准化”，实现社区、志愿者、居
民“同频共振”，切实帮助群众解决了
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薛 梅 黄翠芳 吉 娟

社区服务由“普惠性”变“精准化”，社区、志愿者、居民“同频共振”

兴化：“长安 365”打造为民服务“快车道”

在泰州市高港区胡庄镇宗林村
村民刘茂旭家的墙上，挂着一块古色
古香、造型精致的牌匾。牌匾上写着
他家的家风家训：踏踏实实做事，堂
堂正正做人。刘茂旭早年做生意，有
时资金周转不过来跟亲友借，但一定
会在约定时间内还上。他儿子如今
在扬州一家机关单位工作，他常教导
儿子要传承好家风，清正廉洁，多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在宗林村，像刘茂旭家这样把家
风家训“晒”上墙的，有近700户。村
党总支书记刘伯阳介绍，4 年前，针
对农村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失
范”等现象，胡庄镇党委提出“以家风
家训提升村民道德素养”，并在宗林
村率先试点。村干部挨家挨户征集

家训，内容涉及和谐、孝道、家教、勤
劳、节俭、励志、修养等，并组织文化
程度较高的能人润色加工后制成牌
匾上墙。

村民冯圣兰是村内出了名的好
媳妇，她家的家风很简单，就是“百善
孝为先”。87 岁高龄的婆婆 10 多年
前患上老年痴呆，冯圣兰就负责照顾
老人起居，从穿衣到做饭再到洗澡，
冯圣兰毫无怨言。在她的影响下，儿
子也很孝顺，只要周末有空，就会带
着牛奶、饼干赶回来看望老人。

宗林村还在高港区率先成立了
“慈善互助会”，推出“美德善行榜”
“乡贤榜”等榜单，开展星级文明家庭
评选活动，激发了群众共建共享的热
情。近年来，村民们捐资修建 10 个
道德亭和2.5公里图文并茂的家风家
训墙，让大伙在舒心中怡情，在赏景
中增德。

本报记者 董 鑫
本报通讯员 束 羽 杨 鼎

宗林村700户村民墙上“晒”家风

经过近 1 年的酝酿、调研和修
改，省人社厅联合省财政厅、省教育
厅和国税总局江苏省税务局 12 月 17
日印发《江苏省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
员和实习生参加工伤保险办法》，从
明年 2 月 1 日起，江苏省内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就业人员、实习生都可以参
加工伤保险。

《办法》明确，江苏可以参加工伤
保险的用工单位都可以为本单位超
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在继续就业期
间或者为本单位实习生实习期间缴
纳工伤保险。缴费费率按用工单位
的费率执行。

超龄人员就业往往流向中
小微企业

“在家也是闲着，每天到这里看
看机器，还能挣个三四千元补贴家
用，挺好的。”12 月 15 日早上 8 点，63
岁的李小同就在宜兴市一家乡镇金
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机器前忙开了。
李小同的家离公司不远，骑电动车上
班只要几分钟。他说，当地 65 岁以
下的村民基本上都在上班。该金属
制品公司负责人袁荣发也表示，公司
4名工人都已达到或超过退休年龄。

“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肯到小机械
制造厂上班。我们厂总共 9 个人，除
了我们夫妻俩，其他 7 人都是超龄就
业人员，我妈妈早就过了退休年龄也
在厂里工作。”说这话的，是无锡市惠
山区洛社镇的一家机械配件厂劳资
负责人惠友斐。她表示，现在制造企

业都是自动化流水线，对工人的体力
要求不高，很多岗位五六十岁的人可
以胜任。

根据省统计局等抽样调查数据，
全省有近 600 万名超龄人员继续就
业，他们往往流向中小微企业，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这些企业的用工难问题。

“我们厂有 400 名一线工人，1/3
超龄。”泰州某塑胶包装有限公司人
事经理韦朝杰说，这两年外卖、网约
车等平台经济兴起，吸引了很多制造
业一线员工，企业不得不使用一些超
龄就业人员。

企业与超龄人员都盼望保
险兜底

按照现行制度，用人单位只能为
劳动年龄段员工缴纳工伤保险。大
量使用超龄就业人员，一旦出现工伤
事故，对于抗风险能力本来就弱的中
小微企业来说，后果不堪设想。

惠友斐所在的机械配件厂去年就
遭遇过意外。一名 65 岁的勤杂工不
慎被厂里装满铁器的袋子压断了腿，
公司赔了 20 多万元。“厂里一年利润
也就二三十万元，相当于 9 个人一年
白干。”惠友斐说，为减少损失，今年公
司给每个超龄员工缴纳了雇主责任
险。但与工伤保险相比，雇主责任险
等商业保险只能保一时，无法为工伤
严重人员提供持续性生活保障。

韦朝杰告诉记者，虽然公司都会
对新进员工进行培训，每天上班前也
有安全训话，但每年或多或少都有工

伤事故发生。最近就有一名超龄女
工不慎压伤手指需要植皮。“公司已
经垫付了 6 万余元，如果有工伤保
险，这笔钱就不需要公司支付了。”

对于超龄工人无法参加工伤保
险，无锡某电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明亮有着切肤之痛。公司去年扩
大规模租用新厂房，本来是件开心
事，怎料房东雇用的 55 岁女门卫夜
间突发脑溢血去世。经当地工伤部
门协商，仅他们公司就最终赔偿了近
50 万元。“我们公司总共也就 20 多
人，50万不是个小数目，压力很大。”

采访中，超龄人员也希望能参加
工伤保险。李小同就表示，在厂里每
天跟机器打交道，生产出来的产品是
很重的金属制品，难免磕磕碰碰，如
果单位可以缴纳工伤保险肯定要放
心一些。

据统计，仅江苏每年超龄就业人
员、顶岗实习生工作中发生的工伤事
故就有近万起。

为“超龄”划上限，减少影响
年轻人就业

省人社厅工伤保险处处长曹炳
泰说，此次江苏将超龄就业人员、实
习生这两部分人纳入工伤保险，目的
就是减轻用工单位负担。但用工单
位也应当对超龄就业人员、实习生进
行必要的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教
育，预防工伤事故发生，避免和减少
职业伤害。在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
岗时进行职业健康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将纳入工
伤保险点超龄就业人员最高年龄限
定在 65 周岁。曹炳泰解释说，这是
参考了国际通行的最高就业年龄，同
时我国也鼓励 65 岁以上人员减少工
作、颐养天年，把更多就业机会留给
年轻人。

考虑到超龄就业人员和顶岗实
习人员工作的特殊性，江苏对超龄
就业人员的工伤保险费率征收以自
然月为结算周期，工伤保险费数额
为用工单位超龄就业人员实际劳动
报酬总额乘以单位缴费费率之积。
实习生的工伤保险费征收以实习协
议期为结算期，自办理参保登记手
续后一次性申报征收，工伤保险费
数额为用工单位实习生实习协议期
间实际劳动报酬总额乘以单位缴费
费率之积。

《办法》明确，参保的超龄就业人
员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
的，在其办理退休手续前，由用工单位
和职工本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
养老和医疗保险。依据《办法》参加工
伤保险的超龄就业人员、实习生因工
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在
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养老待遇。曹炳泰
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人群
及其家庭的后顾之忧。”

如果用人单位在超龄就业人员参
保期间欠费，其间发生工伤事故，其各
项工伤保险待遇由用工单位支付。

本报记者 黄红芳

新出台保险办法，为企业用工再添保障

工伤保险，超龄就业人员也能参加了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乡村振兴，人才振兴尤为关键。
作为徐州市乡村振兴先导镇，汉王镇
高度重视人才引进，通过制定政策、创
新机制、改善环境、提供服务，集中整
合和优化配置各类人才资源，推动优
秀人才落户汉王，为乡村振兴提供强
大动力支持。

畅 通 引 才 渠 道 ，让 人 才“ 引 得
进”。结合汉王发展实际，明确产业发
展定位，重点围绕康养、文旅、农业招
引人才。一是招引项目带人才。通过
招引项目，投资企业带动人才跟进，投
资 1.5 亿元的田源溪语项目，通过和

浙江阿 U 公司合作，引进博士团队 1
个、海外人才3人，有效弥补文旅方面
人才短板。二是本土企业引人才。金
秋晨曦产业园，招引国医大师2名，各
类医学专家 10 余名，发展康养产业，
康复、理疗、药膳等项目成为群众关注
热点，汉王名医堂已享誉淮海经济
区。三是人才自身约人才。东沿村电
商产业、紫山村传统工艺等集聚发展
产业，均是由人才抱团发展。徐州好
手艺集聚了苏北盘扣、汉服制作、制陶
等多个非遗传承人才共同发展。笛箫
艺苑是由南京艺术学院几名毕业生带
头创业，现在吸引大批南京艺术学院

学子踊跃落户汉王，发展民间乐器制
作产业。

营造良好环境，让人才“留得住”。
从长远看，人才引来了，关键还要留下
来，这就需要给人才营造良好的发展
空间。结合人才下乡、能人返乡、资本
兴乡的“三乡工程”，汉王镇出台多项
措施拓宽人才发展空间。一是加大农
村带头人培养力度，实施了后备干部
招考制度等，促进农村本土人才回
流。2020 年在全区率先开展兴村特
岗人员选聘，充实10名年轻人才进入
村支“两委”，提升村干部知识化、年轻
化水平。二是吸引本地外出务工和经

商人员、退役军人等本土人才返乡创
业。乡村全面振兴需要更多优秀本地
乡土人才，定期开展汉王籍在外人员
联谊活动，介绍家乡变化和发展前景，
鼓励本土人才返乡创新创业，2020年
汉王镇共吸引200余名在外务工经商
人员返乡创业，建设农家乐、民宿、果
品采摘园等文旅项目。三是成立专班
抓好环境营造，成立纪检、组织牵头的
营商环境专班，对不利于人才干事创
业、影响项目推进的坚决给予打击处
理，2010年有两名干部因人才投资项
目进展不利，被给予免职处理。

完 善 扶 持 政 策 ，让 人 才“ 干 得

好”。汉王镇积极为人才干事创业构
建系统性支持政策，在资金投入、要素
配置、制度供给、公共服务等方面对乡
村人才予以优先保障。一是政策支
持。对来汉王投资的人才，能带来税
收或带动群众就业的，减免三年房屋
租金或土地租金，扶持企业落地生根；
对于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贡献较大的
人才项目，给予配套土地指标。二是
资金扶持。对高层次人才，积极帮助
争取人才专项奖补资金，对获评区级

“双创团队”“双创个人”在区级600万
元、200万元基础上，镇级再给予配套
奖励，帮助人才做大做强。三是开展

人才评比表彰命名活动，建立好手艺、
乡村工匠、“土专家”等农村实用人才
挖掘和培育政策，充分发挥本土人才
在助推乡村振兴方面的重要支撑作
用。目前，汉王镇有各类非遗传承人
才 10 余人，分布在中医、石刻、手工
艺、传统糕点等行业。

下一步，汉王镇将继续聚焦主导
产业，加速释放政策红利、激发人才干
事热情，持续推动引才留才育才，切实
抓好人才“第一资源”、服务发展“第一
要务”，为推动汉王镇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活力、催生新动能。

张 永（铜山区汉王镇党委书记）

徐州铜山汉王镇：建制度强机制 多方引才促发展

▶上接 1 版 红色助企交流会、党政
亲商会等成了精准解决涉企服务中
难点痛点堵点问题的有效载体。“以
前要跑一个星期、五六个窗口才能
办下来的手续，现在只要跑一次、一
个 窗 口 就 可 以 办 好 ，真 是 太 方 便
了。”江苏弘晟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淼对此深有感触。

“党员既是党的肌体细胞，也是
党的活力源泉所在。要不断激发党
员的内生动力，发挥好‘关键’党员的
示范引领作用，才能服务高质量发
展。”时勇说，涟水县共挑选出150家
重点企业作为首批“红色代办助企
行”企业，由正科职及以上党员领导
干部“一对一”结对，目前已帮助企业
妥善解决招工难、施工许可证办理、
营业执照办理等各类问题80余件。

为切实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涟水县在全县正
科职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中，围绕项目
攻坚、全面小康、文明创建、社会治理
和作风建设5个方面，创新开展“我抓
了什么做成了什么·五聚焦五带头”
专项行动，推动全县各级党员领导干
部自觉担当、真抓实干、做好表率。
活动开展以来，共招引亿元以上项目
59 个、总投资 200.65 亿元，为 125 家
企业解决问题230余个，精准帮扶建
档立卡低收入户458户，化解信访积
案 55 件。同时，各单位同步开展专
项行动，在全县营造真抓实干、积极
作为、争创佳绩的良好干事创业氛
围，“我抓了什么做成了什么”已成为
涟水党员干部的座右铭。

今年6月15日晚，涟水县突降暴

雨，高沟镇多家企业排水受阻，鸿康
磁业、比米农牧、正邦牧业等企业及
时与帮办镇领导联系，高沟镇党委书
记姜井旭、镇长许志武获知后，第一
时间带领分管领导、相关部门和村居
人员，到项目现场连夜为企业解决内
涝问题，确保企业正常生产。

“七一”前夕，经过党员群众推
荐、支部审核、党委审批，陈师街道
高庄村老党员徐加桂有了一个新身
份——“党员中心户”。成为“党员
中心户”以来，徐加桂和他联系的 5
名党员一起，走村入户了解群众需
求，协助村里做好环境整治工作，协
调解决村民矛盾。

“‘党员中心户’成为拓宽党员参
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涟水县委
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春雷介绍说，今
年以来，涟水县按照“八个一”标准，
从村（社区）党员干部、党员致富带头
人、党小组长、离退休党员干部中，确
定“党员中心户”1497 户，联系党员
7901名、群众51000余户，打通党员
服务联系群众的“最后一米”。

涟水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党建办
主任徐雷表示，涟水县实施党员“细
胞活力”工程，全面提升党员队伍质
量建设，极大激发了各行各业党员
的内生动力，为推动涟水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取得新成
绩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今年 1 月
至10月，涟水县入库税金、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
别比去年同期增长4.6%、3.7%、6%。

本报通讯员 刘 勇 成 伟
本报记者 丁亚鹏

如皋老酱油采用传统酿造工艺，沿袭了上千年，
被列入南通市级非遗名录。图为 17 日，如皋市如城
街道沿河村老酱油露天晒场上，工人们正在翻酱。

徐 慧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