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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市区华山路海鲜美
食街专属网格员倪莲舟在巡查中发现，
在某饭店门口刚吃完饭的刘某与王某因
停车问题发生纠扭，倪莲舟立即上前劝
阻，做双方工作，但双方都喝了不少
酒，不听劝解，倪莲舟随即与汇龙镇镇
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联系，很快指挥
中心联络到的民警与城管人员到达现
场，与网格员一起做劝解工作，终于成
功地化解了该起纠纷。

今年以来，汇龙镇在原专属网格划分
基础上，重新划分了专属网格，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每单位设置1个
专属网格，便于收集上报信息、便于第
一时间处置内部治理问题。在产业园
区、企业集聚区、商圈等非党政机关、
事业单位按照人数规模、地理相近、条
块分布、管理需求划分专属网格，共设置
了8个专属网格，开展政策宣传、信息采
集、排查上报、矛盾化解、治安防范、业务
指导等。

汇龙镇城北工业园涉及五个村、近
200家企业，如何服务管理好城北工业园
区，一直是汇龙镇的一个难点问题。今年

以来，汇龙镇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治理机制为牵引，在原有综合网格的
基础上不断加强和创新专属网格服务管
理工作，将城北工业园区划分为三个专属
网格，与所涉及的五个村无缝衔接，涉及
环境整治、道路维修等推诿扯皮的“老大
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专属网格员还主动服务创文、小化
工排查整治工作，通过走访巡查，及时
解决基层工作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打通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米。
今年夏天梅雨季节雨水较多，台角村的

中心路与城北工业园相连，中心路常有
积水，以前村民投诉，双方都相互推
诿，得不到化解，专属网格明确了综合
网格与专属网格的区域，现在这样推诿扯
皮的现象再也没有出现过。

“专属网格联动处置实现了服务群众
‘零距离’、城市管理‘全覆盖’、社会治理
‘无缝隙’、人民诉求‘全响应’”。汇龙镇党
委委员施群忠介绍，今年以来，汇龙镇专
属网格办理各类事件743件，化解矛盾纠
纷57件。
（融媒体记者 钱爱仁 通讯员 葛于波）

融媒体记者 范存娟 陈小菊 陈丽娣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截至
2019年底，我市60周岁以上老人35.36
万人，占户籍人口112万的31.6%。为了

“夕阳无限好”，近年来，我市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问题，找准定位，不断探索，努
力实践，加速推进“老有所养”向“老有颐
养、老有善养”的转变。

织密服务保障网

10月19日，家住南阳镇东昌镇村的
蔡云康早早地来到村卫生室参加一年一
次的老年人体检。今年72岁的蔡云康
在村里参加体检已有5个年头了。“自去
年在体检中查出血压、血糖略微偏高
后，一年来我一直注意控制自己的饮
食，这次体检正好查查这些指标是否正
常了。” 蔡云康告诉记者，政府举办这
样的家门口体检对老年人来讲实在太暖
心了。

和蔡云康一样，截至目前，全市共为
8000多位老人提供了免费体检。今年市
政府将“为老年人免费提供基本健康体
检服务”纳入民办实事项目，同时全面推
行家庭医生电子化线上签约服务，让优
质医疗资源落到基层，进一步满足老年
人签约个性化的需求，推出了慢性病服
务包（不超过2个月用药量的长处方、
100～300 元免费国基药以及限额内
45%的药费报销等服务），截至目前，我
市65岁以上老年人共签约181215人。

“银发时代”已然来临，养老服务关
乎民生。早在2018年9月，市民政局、财
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
务对象扩面提标工作的通知》，提高补贴
标准，将80周岁及以上独居、空巢老人，
90周岁至98周岁老人列入政府购买服
务对象，政府购买服务对象计划由原来
的3350人扩大到9000余人。2020年7
月起，再次进行扩面，80周岁及以上老人
均纳入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范畴。预
计到年底，将覆盖全市5万多老人。健全
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创新老年人照顾
服务方式，将养老资源向高龄、独居、空
巢老人倾斜，向失能、失智、失独老年人
倾斜。除紧急救援、生活服务、主动关爱
以及健康管理等基础服务外，还针对城
市老人和农村老人的服务需求特点，增
设多项特色服务内容，如健康医疗、法律
咨询、心理咨询、健康讲座、定期体检等

服务。
养老服务链条长，树牢安全保障网

是必要之举。今年疫情期间，我市所有养
老机构全部实施封闭管理。停止所有外
来人员进院探视，已经离院的老人暂停
返院，暂停接收新入院老人。同时要求养
老机构加强机构内部卫生管理，每日严
格进行必要的消毒，房间保持通风。疫情
期间，累计开展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检查
达20多次，累计检查养老机构90家次，
检查过程中发现重大隐患并发出问题整
改通报1例，现场发现防控隐患问题当即
要求整改的70多例。

构筑养老安乐窝

“这里环境好服务好，病了有医生，无
聊了还可以参加各类文化活动，我觉得住
得很舒心，很满意。”88岁的倪迪生爷爷今
年入住市社会福利中心，在这里享受着无
微不至的照料。尽管儿女的家庭条件都很
好，但倪迪生爷爷就是认准了福利中心，
说这里是他们的养老“安乐窝”。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围绕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坚持

民生优先，始终高度重视养老事业发展。
2007年起，我市统一规划建设的8

所农村区域性中心敬老院兜底保障了五
保老人的生活。近年来，我市又先后为中
心敬老院集中添置了护理床、空调、热泵
等设备，实施了地面的防滑改造，增设了
烟感、喷淋、电子监控等设施，逐步改善
敬老院基础条件，给入住老人提供一个
温馨美好的生活环境。

民办养老机构建设则满足了大部分
农村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 。
2012年以来，在大力推进老年关爱之家
建设的基础上，我市先后出台了扶持民
办养老机构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文件，有
效地促进了民间资本进入养老行业。在
此基础上，我市在省内首创利用闲置乡
镇医疗卫生资源改建护理院，推进医疗
和养老的深度融合。目前，全市已建成护
理院 4 家，床位 260 张。根据规划，到
2020年底，全市将建成护理院10家。

我市是长寿之乡，65周岁以上老年
人口达24.8万，面对与日俱增的养老需
求，我市不断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网络，不
断提高居家养老服务水平。在前三年的
基础上，于今年5月上旬通过公开招投标

的形式，确认安康通养老服务团队为未
来三年我市居家养老购买服务团队。同
时，完成了53家村级标准化居家养老服
务站建设任务。目前，全市建有1个市级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11个镇级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建成村（居）标准化居家养
老服务站255家，覆盖率为83%。到2020
年底，将实现全覆盖。

此外，我市健全老年人关爱服务体
系，创新老年人照顾服务方式，建成智慧
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开设24小时养老服
务热线，建立第三方评估监管机制，形成

“线上亲情关爱+线下上门服务、事前预
约+事后回访”的居家养老服务管理模
式，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全市居
家养老服务产品覆盖10大类30多个品
种，享受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受益
老人将达到4.8万人。

营造敬老新风尚

10月17日，近海镇大圩村第四村民
组“邻里情暖迎重阳联谊会”举行，18位
80岁以上的老人和他们的子女、志愿者
们欢聚一堂。

启东市统计局宣启东市统计局宣

汇龙镇趟出专属网格服务管理工作新路子

城市管理“全覆盖” 社会治理“无缝隙”

近年来，我市加速推进“老有所养”向“老有颐养、老有善养”的转变——

为了最美夕阳红

本报讯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市委
副书记、宣传部部长邵茂华，市政府党组
成员丁志祥分别看望慰问了我市部分老
党员、百岁老人，以及部分养老机构的老
人，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10月21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宣传
部部长邵茂华首先来到寅阳镇和合镇村
46组百岁老人杨志芳家中，询问老人身
体生活情况。杨志芳今年103周岁，生活
勉强可以自理。“重阳节到了，我们来看
看你。”邵茂华送上慰问品，祝愿老人身
体健康。在和合镇村14组老党员黄正岐
家中，邵茂华与老人亲切交谈。93周岁的

黄正岐，精神矍铄，身体状况良好，能下
地干活。“好得共产党，经常来照顾我
们，还时常有人打电话来关心。”说话
间，老人拿出了市政府免费配送的“一
键通”手机。邵茂华希望老人当心好身
体，并叮嘱镇村干部要一如既往给予老
人关心照顾。

随后，邵茂华还看望慰问了寅阳中
心敬老院的老人。寅阳中心敬老院目前
有五保老人82人，社会寄养老人29人，
工作人员21人。邵茂华送上慰问品，祝
愿老人们健康长寿，叮嘱敬老院工作人
员要常态化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与

外界接触，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照顾好老
人生活，让老人安享晚年。了解到寅阳中
心敬老院设施设备陈旧，邵茂华要求民
政部门要按照标准，更新设施设备，保障
老人生活品质。

10月22日下午，市政府党组成员丁
志祥来到近海镇爱民村5组黄思范老人
的家。1923年出生的黄思范腿脚稍有不
便，日常生活由五个儿子轮流照顾。丁志
祥详细询问老人身体状况，并送上慰问
金，希望老人保重身体。随后丁志祥又来
到公益村3组，看望92岁的老党员高志
明。高志明是建国前入党的，了解到老人

身体状况良好，丁志祥倍感欣慰，叮嘱老
人保重身体，祝愿老人幸福安康。

在近海中心敬老院，丁志祥看望了
这里五保老人和寄养人员，向他们致以
节日的问候。该敬老院于2007年6月建
成运行，占地面积10938平方米，目前入
住五保56人，社会寄养26人，工作人员
17人。得知老人们在这里吃得开心，住得
舒心，丁志祥备感欣慰。他反复叮嘱相关
负责人切实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让他们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潘瑾瑾 朱
碧石 丁路健）

本报讯 10月 22
日下午，南通市副市长
陈晓东率队来启巡查
通启运河整治情况和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
作。我市领导王晓斌、
王春华参加活动。

陈晓东一行首先
来到南阳镇启兴村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现场，了解我市农村生
活污水治理工作。近年
来，我市以“十个必接”
为基础，以区域片区收
集集中治理为原则，以
优先纳管为前提，对村
庄生活污水进行治理。
2019年我市完成80个
村庄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铺设管道约106公
里。今年，我市再实施
80个村庄生活污水治
理，以集镇收集为基
础，通过长距离纳管将
集镇串联，沿途村庄同
步收集治理。同时，今
年我市针对农村住宅
较为分散、铺设管网难
度大、造价高的农户，
试点采用净化槽处理
方式，实施500户分散
农户生活污水生态化
治理。陈晓东充分肯定
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工作，希望启东加强
调研，综合施策，加快
推进农村生活污水设
施建设，逐步消除农村
黑臭水体，切实改善水
生态环境。

随后，陈晓东一行
来到通启运河聚南大
桥自动监测站，详细询
问水质情况和整治工
作进展情况。2018 以

来，为确保通启运河水质稳定达到Ⅲ类标准，我
市综合开展了包括河道疏浚、污水处理设施及管
网建设、沟河保洁与清除阻水设施、畜禽养殖场
清理、企业环境综合整治、绿化补植、水环境监测
监控等“七大工程”，取得了较好成效。目前，该断
面为Ⅲ类水质，但因水体动力不足，存在溶解氧
低的问题。下阶段，我市将坚持“水陆共治”，持续
推进河道疏浚、污水收集管网、沟河保洁、畜禽养
殖整治、周边企业治理、上下游环境综合整治等
工作，从源头上消减污染物下河，全力优化水质。
陈晓东要求，各责任单位要正视问题、精准发力，
一着不让落实整治任务，全面提升治水绩效，保
持活水畅流，全力改善水质。

（融媒体记者 陈丽娣 丁路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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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基层慈善组织建设
推进会召开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本报讯 10月22日上午，全市基层慈善组
织建设推进会在市政府科技楼会议室召开。市政
府党组成员丁志祥出席会议。

近年来，我市大力开展基层慈善组织建设。
2015年，我市在各镇、园区、街道全面推进建立
慈善分会。2016年，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在
全市稳步推进村(居)慈善工作站建设。多年来，
全市基层慈善组织建设不断深化，慈善联动机
制不断完善，初步建成了市、镇(区、街道)、村
(居)三级慈善组织网络，形成了上下联动募善
款、施救助、抓宣传的工作机制。2016年以
来，我市建成镇(园区、街道)慈善分会16个，建成
村(居)慈善工作站304个。截至2019年底，全市
基层慈善组织共计募集资金2418. 09万元，其中
分会1106. 11万元，工作站1311.98万元，为健全
基层社会救助体系，实现慈善事业长期持续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慈善组织建设，我市将通
过三年时间，在全面提升镇(园区、街道)慈善分
会、村(居)慈善工作站的工作水平上实现新突破，
做到现代慈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捐赠积极踊
跃，帮扶政策基本完善，救助能力显著增强，监督
管理有效有力。

会前，与会人员参观了汇龙镇南郊村、五四
村和吕四港镇吕北村慈善工作站。会上，汇龙镇、
吕四港镇、吕四港镇天汾镇村、海复镇安东村、惠
萍镇惠安村、寅阳镇东清河村等单位作交流发
言。会议还表彰了2016-2019年度基层慈善组
织。 （融媒体记者 钱爱仁 施陆炜）

市领导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
向全市老人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祝福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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