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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时代! 新征程的起点" 我们紧紧围绕市委! 市政

府目标任务" 高点定位! 高位追求" 全力以赴攻重点" 一着

不让抓落实" 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 在升华认识中提高站

位" 下原经济社会实现较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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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 $高

质量% 抓关键指标# 对照年度目标和高质量发展要求" 紧盯

重点指标" 持续放大优势& 补齐短板#

!"#

月份" 全镇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万元" 完成工业应税销售
!!&(%

亿

元"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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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紧 $牛鼻

子% 抓项目建设# 项目招引上" 围绕 $一镇一品% 和 $

!+)+

)

% 产业定位" 建立党政领导带队包干推进考核办法" 今年

共签约落户
,

个
'---

万以上工业项目" 其中亿元工业项目
$

个' 目前持续跟踪的重点亿元项目信息
(

条" 近期有望签约

项目
)

个# 项目服务上" 继续实行 $签约项目联系人制度%"

优化配套服务程序" 促成项目早达产& 早见效# 提升 $竞争

力% 抓转型升级# 紧扣政策咨询& 创业培训& 专家评析& 项

目推介& 项目孵化& 融资服务& 开业指导& 后续服务等
%

个

方面" 从引进高层次人才& 推动产学研合作& 智能园区共建

等方面着手"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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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区规划

不断优化# 完成镇区总体规划 " 控制性详规正在加紧编制

中" 争取今年完成报审 ' 完成通皋大道工业园区的整体规

划" 目前正在进行道路及雨污管网施工设计# 基础配套不断

完善# 政府河南
.!

亩新开发地块已挂牌' 通皋大道
%

个安置

小区基础设施全部建成 ' 以卫生镇创建为契 " 全面修缮道

路" 补齐绿化' 新建敬老院食堂& 两座
'/

级公共厕所# 交

通设施日趋完善# 完成道路整治
$)&$

公里" 总投资
).)-

万

元' 共建设财政桥
,

座" 总投资约
!!-

万' 公路建养一体化

计划施工
')&%

公里" 其中镇投资约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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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环境

基础建设# 实施镇污水处理提标改造工程" 镇污水处理厂处

理能力增至
)---

吨
0

天" 排水口在线监测设备全部安装到位"

实时了解和监控各项指标数据# 按照 $十必接% 的要求" 政

府& 便民服务中心& 镇区学校& 下原医院已全部纳入污水管

网" 新增污水管网约
')--

米" 新建农村小型污水处理站
$

座# 创新联合执法机制# 集中开展专项整治" 对 $散乱污%

企业& 家具行业& 畜禽粪污治理成立专门的执法组" 邀请上

级职能部门联合执法" 根据任务表有节奏& 分步骤地实施重

点整治项目# 及时化解环保诉求# 信访举报抓小抓早" 抓细

抓实" 高质量完成中央和省环保督查组交办事项' 同时对畜

禽养殖& 重点行业建立定期巡查机制" 对在其他地区发生的

问题" 进行自查自纠" 消除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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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体系

逐步健全# 农村居民基本医疗& 基本养老保险实现全覆盖"

新增被征地农民保障实现即征即保' 认真落实 (如皋市 $五

道医疗保障线% 实施办法)" 推进重大疾病关怀机制' 加强

敬老院建设管理" 规范运行居家养老服务站" 建成 $残疾人

之家%

)

家" 各项惠民举措落到实处#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

个村 *社区+ 卫生室公有化改革全面完成' 多措并举! 全

力推动" 国家级卫生镇通过省级验收, 脱贫攻坚蹄疾步稳,

扎实开展 $走帮服% 活动" 镇! 村
')%

名干部实现了农户!

企业! 村 *居+ 结对走访全覆盖' 认真推进阳光扶贫" 全体

党员干部坚持每季度走访
!

次及以上' 大力实施 $回流引%

工程" 新增城镇就业
!)-

人! 创业
'$

人" 农村劳动力转移

(#

人,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新时

代呼唤新作为, 全镇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 砥砺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意

志" 舒展 $弄潮儿向涛头立" 手把红旗旗不湿% 的豪迈" 一

定能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奇迹,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抢抓通皋大道
建设历史机遇，高起点规划建设一期 1000亩、二期 4
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为项目落户提供要素保障。今年

以来，共签约落户 7个 3000万以上工业项目，其中亿
元工业项目 6个，目前持续跟踪的重点亿元项目信息 7
条。制定项目推进线路图，挂图作战，实行“签约项目
联系人制度”，不断提高项目服务水平和效率，全力促成
项目早达产、早见效。在招引大项目的同时，对亩产税

收贡献率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小项目”也
“另眼相看”，出台专项政策予以同等支持。

突出招商建镇，加快土地出让，围绕重点地块加大
土地推介力度，确保城镇建设取得新突破。目前，政府
河南商业综合体地块已成功出让，建成后将极大提升镇
区的功能和品位。推动镇区道路提升工程，全力推进

“四好公路”和桥梁工程建设，方便群众的生产生活出

行。完善工程管理和招投标管理制度，严格按章办事，
抓牢工程质量，落实专人督查。加强镇区管理，狠抓镇
容秩序、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等工作，完善细节、突出
亮点，推进镇区精细化管理提质增效。

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保障

和改善民生上有作为。建立精准扶贫保障制度，“输血”
和“造血”并举，确保低收入群体脱真贫、真脱贫。落
实“五道医疗保障线”制度，制定出台对癌症、白血病
等重大疾病患者关怀机制。加强敬老院建设管理，完善
居家养老服务站运行，建设“残疾人之家”，确保各项惠

民举措落到实处。

高度关注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环保问题，深入开展
“263”“散乱污”“三河三行业”等专项整治，坚决制
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深入推行“河长制”，加
强河道日常巡查，及时发现、整改问题。常态化做好秸
秆禁烧禁抛和畜禽粪污整治提升工作，完善“七位一体”

长效管护服务外包管理体制，切实提升农村环境长效管
护成果。推动乡村旅游项目建设。目前，全镇已建成江
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点 1家、三星级乡村旅游点 2家，
各类旅游景点及规模休闲农业 20余处，形成了以自然
风景为基础、人文情怀为底蕴、农产品交易为特色的田

园型乡村旅游集聚区，实现了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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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原镇党委书记 柳杰军

下原镇!

!"#$%&' ()*+,-.

f

g

:

P

)

h

i

j

k

l

&

m

n

o

p

-

q

r

!"#$%&'()*+ ,-./+ 01

2345 6789:;<+ !"=>?@A5

B#C3DEFG$8HI=JKLMN OP

7'KQ:CR7S+ !":$T9UVW/

XYZ[\+ !":]^_VW/`a:bc

def g#D!Vhijkde5 lmKn+

VopA]^qrstuq:vwxy+ z{

|}!">?~�KG�� K��5 K]^f

!

)hg:Pjk s$l&tuv

!

)hg:Pjk 78wxtyz

!

)hg:Pjk UGVWt{|

!

)hg:Pjk GH}~t��

jk�>�

衣园

首届旅游文化艺术节

大树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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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鸟瞰
!

科创中心!

如皋市华阳

铝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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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产业园

通利农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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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正月，如皋市公共人力资源市场迎来了第 12个“春风行动”，这个持续了 12
年，全市各镇（区、街道）共同参与的专场招聘活动，已成为如皋企业、百姓的另一个盛大
节日。就业一人，致富一家，市人社局始终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深入实施“就业创业富
民”和“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计划，打好就业脱贫攻坚战，全市城镇失业登记率始终控
制在2%以内，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清零，帮扶4359名建档立卡农村贫困户转移就业。

九华镇亮典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是一家特殊的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共 65名超龄人员，人
均月收入 3000元。响应市“晚霞行动”，秦老板为每位超龄人员都购买了从业伤害保险，
政府补贴一半。“晚霞行动”是我市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企业缺工问题而创新实施的为民办实
事项目，有利于增加 3万元左右人均年收入，撬动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近 10个百分
点。目前，我市已有 11.9万超龄人员实现再就业。

家住城北街道普庆苑的陆炎老两口将每个月发放的养老金数额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数
字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老年人的关爱，更体现了社保体系的持续完善。至 2018
年，我市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十四连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由制度实施时的
60元 /月提高到 135元 /月；最低工资标准保持与职工工资增长速度、物价上涨幅度的合
理比例关系，由去年 1720元 /月提高到 1830元 /月。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
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参保覆盖面不断扩大，待遇水平稳步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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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针对这一难题，我市开出了自己的“药
方”，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障线、大病保险保障线、民政救助保障线、慈善捐助保障线、社
会资助保障线”五道医疗保障线，切实减轻群众看病负担。作为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两
道基础防线的“守门员”，市人社局强力为百姓撑起“保护伞”，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
围内报销比例分别达到80%和70%，并创新实施大额医疗费用二次补助，织密保障的大网。

入住如皋申丞护理院的 76名重度失能老人在今年享受到一项新的补贴———基本照护保
险补贴。2018年，我市在南通县 （市） 区范围内首家启动了职工基本照护保险，解决长期
失能人员的护理和日常照料难题。基本照护保险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补充和延伸，通过
对重度失能且需要长期照护的参保人员发放照护补助，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事务性及经济负
担。目前，我市已有 300多名失能人员享受到照护保险待遇。

刚刚进行企业注册的葛琳女士收到一封特殊的信，这是人社部门寄发的劳动用工管理告
知书。这种从源头干预的劳动关系协调方式是市人社局的创新举措———“嵌入式”用工指导。
目前，我市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 99.4%，已建工会企业集体合同签订率 97.3%。以
欠薪为重点的突发劳资纠纷应急处理联动机制有效运转，省级优秀仲裁中心 2个，全市劳
动关系更加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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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陈镇的张大爷定期要去上海看病，往年，在上海看完病后还要带一堆资料到医保窗口
报销，张大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上海直接报销，不要两头跑，这个愿望现在已经成为现
实。自 2017年起，南通各县 （市、区） 医保并轨，省内外异地就医联网结算推进到位，城
乡居民医疗保险实现覆盖范围、筹资政策、待遇保障、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和基金管理“六
统一”，发放社会保障卡134万张，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

今年起，在上海带孙子的薛阿姨再也不用赶回如皋进行居民养老待遇认证了，在手机上
安装客户端，按照提示上传视频就完成了认证。居保待遇智能认证是市人社局“最多跑一
次”改革的其中一个缩影。让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已经成为人社工作的发展目标。目
前，人社业务已经形成了市、镇 （区、街道）、村 （社区） 多功能三级服务网络，服务窗口
前移到“家门口”、手机应用端。社会保险网上申报、社会保障卡自助办理、就业直通车、
12333热点电话等便民服务方式，让群众充分感受到发展的便利，感受到如皋人社敢为人先
的创新和探索。

重阳节前夕，由市人社局承办的“共度重阳·孝老爱亲”市级机关道德讲堂召开，活动
分享了人社部门创新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模式，服务老人、关爱老人的动人事迹，弘扬了孝
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老年人，只是人社部门服务群体中的一小部分，“记录一生、服务一
生、保障一生”才是人社职责的最好写照。“劳动有所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
扶”，群众的期盼，是我们永不停歇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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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委 书

记 陈 晓 东 "

市委副书记 #

市长何 益 军

等市领 导 视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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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春风行动 %

招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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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街道居民正在有序进行人脸认证数据采集

党的十八大以来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把改善

人民生活' 增进人民福

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

)人社工作全部对

象涉及到人" 大部分工

作内容涉及民生" 与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紧密相

连(% 市委组织部副部

长 " 市人社局党委书

记' 局长纪成如在市人

社局 )七一% 大党课上

说! )我们必须以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

工作的目标" 把一切工

作都聚焦到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

以扎实的工作成效" 使

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

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近年来" 市人社局

坚持 )民生为本' 人才

优先% 工作主线" 始终

致力于就业创业富民'

社会保障惠民' 劳资维

权安民' 公共服务便民

等重点工作" 全市就业

创业更加优质充分" 社

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人才开发服务成效显

著" 人事工资制度管理

严格规范" 劳动关系保

持和谐稳定" 公共服务

水平不断提升( 在深化

改革' 推动发展' 服务

民生' 促进和谐的时代

实践中" 市人社局用心

打造每一个民生工程"

让幸福感长久萦绕在如

皋百姓心头(

为全市退休人员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吴道

建 " 市 委 常

委' 常务副市

长丁锋等领导

视察市人社局

$%'&

年 为 民

办实事项目(

!

!

城北街道 )晚霞行动% 专场招聘会

市人社局 )七一% 党课

照护保险联席会

市人社局承办
$%"&

市级机关道德讲堂活动
$%"&

年新录用事业人员培训班开班典礼

市人社局举办如皋市首届汽车维修工

职业技能竞赛

人社政策法规进社区

市人社局开展建设美丽乡村走帮服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