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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海南省乡村振兴系统坚决贯彻
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疫情防控
工作要求，从严从实、从速从细
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紧盯
不发生返贫致贫底线目标任务，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巩固
脱贫成果，坚决防止因疫情出现
规模性返贫致贫。

紧盯重点人群
防疫防返贫两手抓

8 月 7 日， 海南省乡村振兴
局成立疫情防控社区专班，社区
专班除抽调干部下沉一线外，还
动员所有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在做好一线防控工作的同时，紧
紧盯住脱贫人口和防返贫致贫
监测人群受疫情影响情况，最大
限度降低疫情对脱贫人口和监
测人群的影响。

为有效化解“0801”新冠肺炎
疫情对定安县脱贫户、监测对象
带来的影响，定安县乡村振兴局
召开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脱贫户、监测对象持续增收工
作会议。 要求做好就地就近保障
就业、 发挥公益性岗位安置作
用、做好重大工程建设和衔接资
金项目以工代赈落实工作、加大
消费帮扶力度、协同各镇持续抓

好农业生产等工作内容，减轻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户、监测
对象增收的影响。

琼海市印发《关于抓紧做好
因疫情致贫返贫风险专项排查
工作的通知》， 发挥抓党建促进
乡村振兴“双联双帮”工作机制，
组织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
员、村两委干部、帮扶联系人，对
监测对象、低保对象、分散供养
特困户、重大病户、重度残疾户、
临时救助对象、槟榔种植重点关
注户等农户家庭重点关注，排查
农户受疫情影响就业不稳、项目
停业停产、农产品滞销等隐患问

题，全面摸清受疫情影响出现致
贫返贫风险的农户数量，对排查
出的因疫致贫返贫风险的农户，
及时启动识别程序，落实好“早
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求。

“滞销”变“畅销”
解决农户销售难问题

针对疫情影响农产品滞销
的难题，临高县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下, 积极联系当地蔬菜
种植农户，对蔬菜品种、产量做
到实时掌控，帮助农民解决燃眉
之急，提高疫情期间农户的经济

收入，把“滞销”变“畅销”。 截至
目前， 已帮助农户销售瓜菜 46
吨，缓解农户瓜菜盛产季节的销
售压力，为疫情期间的农产品供
应提供充足的供销储备。

“曙光村委会监测户陈世国
的散养鸡销售不出去， 需要帮
助。 ”屯昌县组织乡村振兴工作
队和帮扶联系人， 通过入户、微
信和电话等方式，了解监测户的
生产生活情况，摸清农产品滞销
情况。 县乡村振兴局主动对接
“凤凰易购”电商平台、供销社、
“兴屯”菜篮子公司，联系学校、
机关食堂等收购滞留农产品，多
举措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

“海尾镇南罗村常年蔬菜基
地 248 亩， 日产量达 2000 斤，
所生产的蔬菜除了供应本地市场
外， 还销往县菜篮子发展有限公
司，每日收入近 5000元。 ”昌江县
动员 2243 名帮扶联系人主动做
好帮扶联系工作， 及时了解帮扶
对象基本生活情况、 农产品销售
等情况， 全力保障疫情防控期间
蔬菜生产供应，增加农民收入。

凝聚强大力量
保障民生供应

“疫情封控，群众的生活保障
可不能被‘封’”三亚市崖州区副

区长、 乡村振兴大队队长杨剑积
极组织协调区商金局、农投公司、
国资公司、 琼崖农业公司等部门
企业， 协调保障崖州区生活及防
疫物资运输线路畅通， 并组织爱
心企业捐赠，维持基本民生供应。

为保障疫情期间人民群众
的生活物资，8 月 16 日下午，陵
水县隆广镇广坡村驻村工作队
和村两委干部冒雨采摘冬瓜运
送到隆广镇政府，由镇政府配送
给需要的群众，保障疫情期间群
众的生活物资供给。 据统计，广
坡村捐赠约 1.3 万斤冬瓜给隆广
镇政府，在做好全村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也为打赢疫情防控战
役贡献一份社会力量。

昌江县新增开发疫情防控
临时公益岗位 160 个，安置脱贫
劳动力和监测对象上岗就业；临
高县全力开展助企、助农纾困工
作，目前已帮各类农业经营主体
疏通堵点 196 个；白沙县组织驻
村工作队、村两委干部、帮扶联
系人对受到疫情影响有可能出
现返贫致贫风险的 10 类重点人
群进行排查……海南将采取多
项举措， 持续加大帮扶力度，全
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确保无一
返贫致贫。

（据海南省乡村振兴局）

海南乡村振兴系统多举措防止返贫致贫

� � 定安县乡村振兴局召开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脱贫户、监
测对象持续增收工作会议（定安乡村振兴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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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印发

“十四五”城乡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 本报记者 李庆

《规划》共 7 个部分、21 条，
阐述了吉林省“十三五”期间城
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主
要成效、“十四五”期间面临的形
势以及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 围
绕“健全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城
乡社区服务新格局、切实强化城
乡社区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城乡
社区服务效能、加快推进城乡社
区服务数字化建设、持续加强城
乡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等方
面明确了 13 项具体任务。 从加
强组织领导、 强化支持保障、推
动减负增效、 抓好示范引领、规
范考核评估等 5 个方面提出相
关保障措施。

《规划》提出，要健全党建
引领、 多方参与的城乡社区服
务新格局。加强乡镇（街道）、村
（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组织
和各项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
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研究落实城乡社区服务工
作。 加强村（社区）服务型党组
织建设，健全村（社区）党组织
领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导
下的多元参与城乡社区服务的
体制机制。 发挥政府主导作用，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向城乡
社区高效配置和有效辐射。发挥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将积
极引导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
服务写入村（居）民自治章程和
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增强城乡
社区自我服务能力。

《规划》明确，要切实强化城
乡社区服务供给， 强化为民、便
民、安民服务功能。 要不断提升
城乡社区服务效能，优化服务设
施布局、 提升服务设施功能、健
全服务供给机制。要加快推进城
乡社区服务数字化建设，提升数
字化政务服务能力，构筑美好数
字服务新场景，有序推进智慧社

区建设。同时，持续加
强城乡社区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 建强社区
专职工作者队伍。 健
全落实社区专职工作
人员岗位等级薪酬制
度和“五险一金”等福
利待遇， 逐步完善薪
酬动态调整及职业成
长机制， 畅通优秀城
市社区工作者晋升通道。加强社
区服务队伍教育培训，加强城乡
社区网格工作队伍建设。

此外，《规划》还设置了 4 个
行动专栏。 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
服务方面，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
育行动、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行动、社区志愿服务行动、社区
社工服务行动。 在新时代新社区
新生活服务质量提升方面，开展
社区固本强基行动、社区养老服
务行动、 社区未成年人关爱行

动、社区助残服务行动和社区就
业服务行动等 13 项行动。 在社
区服务数字化建设方面， 开展
“互联网＋基层治理”行动、智慧
社区建设行动。 在社区人才队伍
建设方面，开展新时代社区工作
者主题培训行动、社区社会组织
人才培训行动、社区志愿者队伍
建设行动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行动。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年
底， 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服务格

局更加健全，社区为民、便民、
安民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服务
主体和服务业态更加丰富，线
上线下服务机制更加融合，服
务队伍职业化、 专业化素质有
效强化，社区精准化、精细化、
智能化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吸
纳就业能力不断增强， 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 ，
人民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
心事更好更快解决，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为进一步推动城乡社区服务高质量发展，不断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
吉林省日前印发《吉林省“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