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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文军

“雨雪低温，泗阳县盛世嘉园小区
57 号楼 804 业主反映水管上冻，目前
该栋有 3 户业主家中停水，请尽快帮
助解决。”2020 年 12 月 31 日，宿迁市
泗阳县众兴街道红光社区网情信息员
陈丽通过手机上传了群众意见。红光
社区党委书记李飞、网格长尹菁接到
信息后迅速上门了解情况，组织抢修
恢复供水。

人在网格走、事在网络办，事情处
置进展、群众满意度在网上一目了然。
宿迁创新实施“四情四力”网上线下联
动模式，把群众反映的问题第一时间解
决在基层，获得广泛好评。

近年来，网络已成为基层群众反
映情况、表达意见的重要途径。“据全
市数据分析显示，一般网络诉求中，
约 80%发生在乡镇（街道）以下。”宿
迁市委网信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
由于干部群众沟通渠道不畅，群众反
映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很容易出
现矛盾。为此，宿迁市委网信办通过
调研，在 2019 年 8 月启动“四情四力”
基层网络空间综合治理试点，着力促
进基层干部体察民情增强发现力、妥
处舆情提升处置力、明辨实情优化引
导力、用心用情凝聚向心力。2020

年，此项工作在全市面上推开，并被
列为宿迁“社会治理创新创优年”活
动重点项目之一。

宿迁在基层设置网情信息员专岗，
入驻乡镇（街道）微信公众号、村组微信
群组等，对群众网上诉求进行日收集、
周汇总、月评议、季通报；搭建“群众吐
槽大会”“广场连心会”“网事评说会”等
线上线下问政平台，变群众上访为干部
下访⋯⋯网上听民声、线下解民忧，各
地实现了群众烦心事、困惑事不仅有人
听更有人办，将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
控制在线下。

“我们老年人有事微信上说一声，
村干部就能代跑代办，真是方便！”洋河
新区洋河镇闸口村村民老杨说起代办
员帮他办理老年证的事，由衷地竖起了
大拇指。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入心暖心更聚
人心。一年多来，全市各地通过“四情
四力”共征集实质性问题 1.8 万余件，
办结率超 90%，基层网络诉求量明显
下降。

“我们现在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居
网格、大事不出乡镇。”泗洪县归仁镇党
委书记徐伟坦言，“利用互联网手段畅
通诉求渠道，用情‘解疙瘩’、用力聚人
心，干群关系更紧密，百姓获得感和满
意度明显增强！”

宿迁推动“互联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网”罗社情民意，群众呼声变掌声

本报讯 （朱璇 唐志勇 郗林 滕永
超） 记 者 1 月 8 日 从 江 苏 海 事 局 获
悉，《江苏海事局海上风电通航安全
监督管理规定（试行）》《南通沿海港
口及其附近水域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试行）》将于 2 月 1 日正式施行。这
两项规定将有效补充和完善南通沿
海水域海事监管制度，有利于保障南
通海上风电场建设和沿海港口水域
通航安全。

《江苏海事局海上风电通航安全监
督管理规定（试行）》从人员管理、船舶
管理、单位管理、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

了明确要求，对纳入江苏海事监管领域
内信用名单的相关主体将实施信用联
合奖惩机制。今后，凡在南通从事海上
风电建设、施工、运维作业及与水上交
通安全和防治船舶污染有关的人员、船
舶和单位，均须遵守本规定。

一并施行的《南通沿海港口及其附
近水域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试行）》，适
用于南通沿海港口及其附近水域内船
舶、设施的航行、停泊和作业以及与海
上交通安全和防治船舶污染相关的活
动，重点明确了LNG船、从事载客旅游
观光船舶等通航安全要求。

江苏出台两项规定

完善南通沿海水域海事监管制度

□ 本报记者 唐悦 见习记者 刘春

【2020 故事】“寒潮来了，您穿这
么少，当心感冒啊。”迎面遇到社区老
人，高李秀总不忘嘘寒问暖。老人也不
忘“科普”：“没事儿！我和老伴都打了
流感疫苗，很有效，我都好久没感冒
了。”1 月 6 日上午，高李秀像往常一样
上门看望空巢老人。每周，社工都会把
社区独居和空巢老人的情况摸一遍。

“过去的一年，我几乎忘记双休日
是什么滋味了。”快人快语的高李秀接
受采访时的一句话，让人感慨万千。

2020年，对于高李秀来说，是负重
前行的一年。担任南京市建邺区莫愁
湖街道凤栖苑社区党委副书记的高李
秀说，自己度过了十年社工生涯中“最
艰难的一年”。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
默默负重前行。”这句话，高李秀体会太
深，疫情期间做梦都想要哪怕半天的休
息。2018 年听到暴雪预报，她决定晚
上不回家，睡在办公室待命。第二天早
上5点起床，为社区的老老少少清出一
条安全道路。2020 年末，又是清晨扫
雪，确保“一夜雪无”。

“非常态的工作状态，就这样持续
着。去年大年三十，社区就因疫情紧急

召开会议。”高李秀当时隐约感觉，仿佛
有一头凶猛的巨兽正蛰伏在暗处。

从去年正月初五起，社区所有社工
全部就位，开启“白+黑”连轴转模式。

“疫情防控，社工 24 小时值班，人手实
在不够，最长的一班值了36个小时，两
个白班连着一个夜班，后半夜实在熬不
住，就在值班室里睡一会儿。”回想起当
时的日子，高李秀都不知道是怎么让自
己坚持下来的。一直到2020年五六月
份，社区所有人几乎都没有休过周末。

为居家隔离的居民送外卖、丢垃
圾、送隔离人员去隔离点、巡查小区门
岗⋯⋯疫情最严峻的日子里，高李秀每
天接触数百人。因担心家人安全，她让
孩子和丈夫都去父母家住，自己一个人
在家。“空巢”的日子里，高李秀调侃，她
比从事 IT 行业的丈夫还要忙，照顾家
人的担子全部由丈夫一人扛下。

“不仅身体累，精神更累。”高李秀
坦言，有时个别居民的不配合，会令工
作强度加倍。凤栖苑社区有 18 个小
区，多为老旧小区，仅有 17 名社工，平
均每名社工要负责300多户居民，老小
区困难群体多，物业差，对社区依赖性
强，社工压力更大。

以正在推行的南京生活垃圾分类
为例，尽管社区前期做了多次调研，开
了数场议事会，召集居民投票选点⋯⋯

“但有人嫌垃圾亭太近，也有人觉得太
远。”让社工们无奈的是，有反对的居民
甚至乱拖垃圾桶、乱丢垃圾，使垃圾分
类进展变得缓慢。

为了防止人为破坏，社工三人一
组，蹲守站岗，社区还聘请退休党员、支

部书记担任垃圾分类督导员。“经过引
导，现在不少居民都学会了垃圾分类，
小区环境也变好了。”督导员车宗清说，
很多居民都互相熟知，沟通起来相对容
易。

尽管有诸多艰辛，但还有很多温暖
人心的瞬间支撑着“高李秀们”继续坚
守，“为居民解决问题后，他们开心满足
的笑脸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疫情防控时，日夜值守家园，有居
民会送上热气腾腾的烧麦；上门人口普
查时，遇到饭点，居民热情留饭，或塞个
苹果、面包。“东西我们不能收，但暖暖
的心意收到了。”高李秀说，居民的认
可、理解和尊重是社工最大的动力源。

“年轻、有思想、有深度、能吃苦！”
在凤栖苑社区党委书记张娟眼中，高李
秀就像一个发光的能量体，为其他社工
树立了榜样。

2020年，高李秀带着伙伴们，扛起
了疫情防控、生活垃圾分类、人口普查、
爱国卫生月、文明城市创建等重担，守
护住了居民的“静好岁月”。2021年一
开年，高李秀尚未休息调整，又投入到
冬季疫情常态化防控中，继续站上一线
岗位。

【跨年感言】 高李秀：2021年，惟愿
国泰民安，但愿社工工作能轻松些，可
以有正常的休息日，多些时间陪伴家
人。还希望居民能够多一些理解和尊
重，实行属地化管理后，多数工作的落
实都要社区来做，担子很重。我们的付
出和收获往往不成正比，居民配合能大
幅度减轻社工身上的重负。

【社区治理这一年】 2020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民政系
统迅速反应、全面动员，投入到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中。在社区联防联控中，

“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模式显示了
威力，30 万社区网格人员被动员起来，
摸排出疫情防控线索41万条，服务居家
隔离人员546万人次。全省组建103支
多学科心理疏导和社会工作服务团队，
3万余名专业社工参与疫情防控。

为了给社区减负，强化基层社区作
为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省民政厅联合
相关部门修订社区“两份清单”，推进

“社区万能章”专项整治。
社区服务要创新，必须有一块固定

的阵地。2020 年，全省大力推进社区
服务能力建设，全省城乡社区全部建立
综合服务设施，其中 85%的城乡社区
达到每百户30平方米的新标准。

截至目前，全省拥有持证社工专业
人 才 6.58 万 人 ，培 养 发 展 社 工 机 构
1693 家。为了留住专业社工人才，89
个县（市、区）推行“全科社工”服务模
式，70 个县（市、区）实行“三岗十八级”
薪酬体系。

全省 2 万多个社区基层自治全面
推进，涌现出“掌上云社区”“社区天天
乐”“睦邻议事坊”“马庄精神”等一大批
基层群众自治鲜活案例。

居民笑脸，是对社工最大的褒奖

关注交汇点看精彩视频

□ 本报记者 陈明慧

1 月 7 日上午 8 时许，无锡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梁溪大队民警徐伟在无锡
梁溪区锡沪路广瑞路口铺设防滑草垫
时，突发心梗晕倒在地，经抢救无效不
幸牺牲，年仅 48 岁。从警 27 年的他温
暖了这个寒冬，却倒在首个“中国人民
警察节”前夕，用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
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铮铮誓言。

1月7日，寒潮席卷锡城，气温骤降
至零下 7 摄氏度。为及时处置路面结
冰警情，徐伟一早就驾驶警车在辖区进
行路面巡查。7 时 40 分，巡查到锡沪
路广瑞路口时，徐伟发现路面结冰打
滑，立即从车上取下锥形桶，设置隔离
警戒区。没多久，增援警力赶到现场，
大家一起铺设防滑草垫。“草垫一定要
踩紧踩实，确保没有空隙，这样才不会
摔倒。”徐伟说。

当时正值交通早高峰时段，结冰路
段处于马路中央，一时间路口交通受到
影响。“大家配合我，疏导一下各路口交
通。”徐伟整理了警帽，走向马路中央，
在寒冬中指挥交通。几分钟后，路口拥
堵情况得以缓解。

就在这时，令人痛心的一幕发生
了，刚刚还在指挥交通的徐伟突然踉跄
向前走了几个碎步，随即倒地。身边的
同事以为他不慎摔倒，将他扶起，可没
想到，他再次倒下，再也没能醒过来。
嘴角的鲜血染红了他的执勤背心，同事
立 即 驾 车 将 他 送 往 附 近 医 院 抢 救 。
300 米的路程，只花两分钟，但最终没
能挽回徐伟的生命。

“去年 2 月底，市场刚恢复经营没
几天，我的一车海鲜因信息审核问题迟
迟进不了无锡，再运不进来就要发臭
了。”梁溪区盛阳水产市场的摊主王先
生说，“徐警官来市场做过宣传，留了电
话号码。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给他
打了电话。没想到，徐警官立即帮我协
调相关部门加快审核流程，确保海鲜顺
利进入市场。”

盛阳水产市场是无锡市大型专
业水产批发市场，受疫情影响，供货

量 由 每 日 300 吨 缩 减 至 仅 80 吨 左
右。“徐伟一直说在加强疫情防控的
同时，要守护好市民菜篮子。”梁溪交
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陈坚介绍，抗击
疫 情 期 间 ，徐 伟 在 水 产 市 场 逐 户 走
访，告知运输车辆入市政策，收集运
输难题，并汇报协调及时解决，全力
帮助市场复工复产。

卡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防线，徐伟
本着“在岗一分钟、尽责六十秒”的态
度，无惧风雪严寒，为锡城百姓守好防
疫阵线。“徐伟父母身体都不太好，之前
住过几次医院，抗疫期间，我让他抽空
回去看看。他说‘一个萝卜一个坑’，谁
家没点困难，我能克服。”陈坚说。疫情
期间，徐伟全身心投入卡口管控，累计
加班上百个小时，检查车辆4000余辆，
协调解决各类群众难题20余个。

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是全市收治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也是
徐伟管理辖区内的重点单位。抗击疫
情期间，该院患者转运交通保障任务
重，徐伟多次上门沟通，了解医院对交
通保障方面的需求，常态化加大对医
院周边的巡查纠违力度，第一时间处
置车辆违停阻道警情，全力打通医护

通道生命线。
得知徐伟牺牲，青年民警杨旭的心

情久久难以平复，攥紧了手中的棉手
套，思绪回到2014年的寒冬。

当时还是新分配民警的杨旭在
路口指挥交通。“你怎么戴了个薄手
套，棉手套呢？”徐伟巡逻路过时，发
现杨旭的手冻得发抖，“先把我的拿
去用，我还有多的。”这副手套一直温
暖着杨旭。

梁溪区广益路至广祥路段是房地产
开发商代建道路，由于相关验收手续不
齐全，使得这条道路至今都没有交付，导
致路面没有任何交通安全设施，乱停车
现象突出，不仅严重影响周围居民出行，
还存在安全隐患。徐伟设立隔离栏杆，
又会同街道、社区和物业部门规划停车
位，极大改善了周边交通秩序。去年，徐
伟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3600余起，处
置各类交通警情600余起。

“得知徐警官牺牲的消息，我们都
很惋惜，他总是等到最后一个学生入校
后才离开。”广丰中学的老师和门卫，对
这个风雨无阻出现在校门口的身影再
熟悉不过了，然而，这个身影再也不会
出现了⋯⋯

他用最后的光，温暖严寒的冬
——追记无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梁溪大队民警徐伟

人物

本报讯 （记者 许海燕）《江苏省
“十四五”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设置方案》
近日发布。《方案》共设置各类断面（点
位）850 个，断面数量较“十三五”期间
增加一倍多。《方案》呈现出“三提升、一
突破”的特点。

河湖覆盖率明显提升。“十四五”省
控断面布设范围涉及全省 490 条河流
和45个湖库，河湖覆盖率较“十三五”分
别提升82.1%和60.7%，实现河长20公
里以上的主要骨干河道、年径流量超过
县（市、区）来水总径流量80%的主要河
流、大型湖泊和水库以及列入省级重要
江河湖泊功能区划的河流湖库全覆盖。

跨界水体覆盖率明显提升。“十四
五”省控断面共涵盖不同层级的行政交
界断面（点位）280个，较“十三五”增加
151 个，整体增幅达 117%；其中，针对
受客水影响较大的 63 条跨省河流和 6
个跨省湖库，分为入省、出省、共界、往

复四种类型共设置 87 个省界断面，逐
一明确断面常规流向，为推动跨省界区
域联防联控奠定坚实基础；针对矛盾突
出的 135 条跨市县河流，共设置 100个
市界断面和 89 个县界断面，为推动跨
界区域污染有效溯源、厘清交界双方责
任奠定基础。

重点区域监控密度明显提升。入
江支流控制断面由“十三五”期间的 45
个增加至116个，入海河流控制断面由
31 个增加至 50 个，环太湖入湖河流控
制断面由 15 个增加至 30 个，环洪泽湖
入湖河流控制断面由 9 个增加至 25
个，为强化区域环境监管，提升精准治
污水平奠定基础。

农业面源监测有所突破。针对全
省81个规模化典型农田灌区的主要退
水河流共设置123个断面，为及时掌握
和跟踪评估农田灌溉退水影响，推进农
业面源治理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江苏“十四五”地表水环境监测网设置方案发布

省控断面河湖覆盖率明显提升

十日

，宿迁市境内的骆马湖

，因受寒潮影响

，湖边呈现别

样的

﹃
北国风光

﹄
，吸引众多游客前往观赏

。

洪星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

□ 本报记者 吉强 通讯员 胥明虎

“感谢徐州市产业工人赋能成长电
工焊工实训基地免费培训我焊工技术，
拿到从业资格证书后，顺利转岗当了一
名焊工，我收入增加了 70%⋯⋯”近
日，在徐州市总工会产业工人实训基地
电工焊工培训班结业典礼上，往届班学
员魏挺红现身说法成为活动现场的热
门话题。

今年40岁的魏挺红是徐州和润起
重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女职工，早先负
责机械加工，具体工作是给钢材打孔。
每天上班，她的任务就是固定好钢材，根
据尺寸划出大小不一的孔线，控制机器、
准确定位，打孔成功。整个操作流程较
为简单，所以收入也不高，时间久了，魏
挺红感觉有些枯燥。看着同车间的其他
同事干焊工，她非常羡慕，“那段时间我
老是想，要是能当一名焊工该多好！”

一个偶然的机会，魏挺红听说徐州
市总工会有一个产业工人电工焊工实
训基地，都是免费培训的，就毫不犹豫
报了名。

为了学好技术，魏挺红付出了常人

难以想象的努力。“别人干一个小时，我
就干两个小时。”在培训班上课时，她认
真听讲；在实际操练时，她仔细观察并
思考。“焊条粗细不同，焊机流量多少合
适？操作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
项？”别人在聊天休息，她在埋头练活，
有不明白的地方就主动向老师请教，学
习笔记记了一厚本。手上、胳膊和脖子
上，经常会被滚烫的铁花溅到。晚上回
到家，魏挺红还会查阅资料，上网浏览
工会干校的“老虎在线云课堂”视频，提
高自己的理论水平。

经过徐州市总工会产业工人赋能
成长项目焊工技术的专业培训，勤学好
问的魏挺红不仅能独立完成焊接任务，
还顺利拿到了从业资格证书。

学成归来的魏挺红回到单位，向领
导主动请缨转岗当一名焊工。企业经
过专业测试考核，同意了她的请求。说
起转岗，魏挺红最感慨的就是产业工人
实训基地的帮助：“是工会的免费培训
坚定了我的学技念头，帮我实现了转岗
梦，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另一番风景，希
望有更多职工参与到产业工人实训基
地的培训中来。”

“免费培训，让我收入增加了70%”

冰雪骆马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