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新闻 NEWS
２０22．12.13 星期二 责编：李庆 美编：王坚

河南省民政厅召开
全省民政系统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12 月 9 日， 河南省民政

厅召开全省民政系统
安全工作视频调度会议，传达民
政部有关会议精神，宣读近期省
厅下发的安全工作有关文件，安
排部署民政服务机构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工作。 厅党组成员、副
厅长孟令武 ，厅党组成员 、副厅
长杨蕾， 驻厅纪检监察组组长、
厅党组成员徐俊岭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民政部“一老一
小”民政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视频会精神，并结合河南省实际
对有关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 要
求各地民政部门要提高思想认
识，积极、稳妥做好应对即将到
来的社会面感染高峰的各项准
备工作，清醒认识民政“一老一
小”服务机构疫情防控形势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提前预
判，及早谋划，打有准备之仗；要
强化组织领导，充分发挥疫情防
控工作专班作用，建立防疫物资
准备、应急准备、疫苗接种、就医
保障等具体工作方案，确保应急
措施能够跟上； 要强化应急准
备，做好防疫药品、口罩、抗原试
剂等应急物资储备，加快疫苗接
种；要完善社区养老服务疫情防
控处置机制，推动形成当地疫情
防控指挥部统一领导下，社区党
组织领导， 社区卫生服务站牵
头，居委会成员、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工作人员、下沉干部、社区
民警、物业服务人员等组织的应
对专班，科学应对社区养老服务
机构疫情。

会上宣读了《河南省民政
厅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河南
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开展养老

服务等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河南省
民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民政
服务机构（场所）消防安全管理
十项规定〉 的通知》《河南省民
政厅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河南省民政厅机关
及直属单位办公用房消防及安
全管理责任清单〉 的通知》《河
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 〈2022-
2023 年全省养老等民政服务机
构消防及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常
态化工作机制落实日程〉 的通
知》等文件。 强调省厅近期制定
下发安全工作系列文件， 建立

“日巡查、周例会、旬调度、月通
报、双月督导、按季排名、半年
小结、全年总评”常态化工作机
制， 对全省民政系统构建安全
管理长效机制起着重要指导作
用， 各地要按照通知要求抓好
贯彻落实， 河南省民政厅将定
期召开视频调度会， 对各地工
作推进情况进行调度。 各地在
抓好安全工作的同时， 要认真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及时与卫
生健康部门沟通联系， 在科学
分析研判的基础上， 做好疫苗
接种工作， 构筑民政服务领域
疫情防控坚固防线， 保障好民
政服务对象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会议还传达了民政部“寒冬
送温暖”专项救助工作视频调度
会精神，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并结合河南省实际对下
一步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各地
民政部门要加强部门协同，做到
职责清晰、协同发力，会同公安、
城市管理等相关部门切实履行

街面巡查职责； 要开展摸底排
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一旦出
现雨雪极寒天气， 能够及时发
现、及时救助；要统筹疫情防控，
守好安全底线，既要做到应救尽
救， 也要注意守护好站内安全；
要引导社会力量，形成各方救助
合力，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志愿
服务、公益合作等方式，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街面劝导和站内服
务；要广泛宣传，充分利用多种
宣传方式让群众知晓党和政府
的好政策； 要加大救助力度，做
好兜底保障，加大对因疫致困群
众的排查和救助力度，做到应保
尽保、应救尽救，切实保障好困
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会议强调，为推动河南省委
书记楼阳生批示要求在全省民
政系统贯彻落实，省纪委监委专
门抽调 7 名同志全程参与养老
服务机构消防隐患排查整治督
导工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各
地民政部门派驻机构要提高思
想认识，把民政服务机构消防安
全专项整治工作作为政治监督
的重点事项，摆在工作的核心位
置。 要上下协同、步调一致，在这
次民政服务机构安全整治专项
治理中，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又上下信息贯通， 形成监
督合力。要立足职能职责，
发挥监督专责作用， 主动
监督、 靠前监督、 全程监
督， 在监督中提升服务大
局的能力和水平、检验“两
个维护”的实际效果、树立
派驻纪检监察干部良好形象。
要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既要体现监督从严、又体现

宽严相济、激励担当，用好问责
利器，区分不同情况，依规依纪
依法、实事求是；要用好信访举
报，走好群众路线，实行专门力
量与群众力量相结合；要突出重
点，抓住关键，确保专项治理监
督工作取得实效， 紧盯责任领
导、责任部门、责任落实，紧盯关
键部位、重点环节，紧盯整改情
况，确保专项治理全覆盖，确保
“最后一米”落地见效。

会议强调，注意防范冬春季
度发生安全事故的三个风险，注
意克服“麻痹思想、 侥幸心理”
“畏难情绪、 松劲心态”“等靠思
想”等三种心理，把习近平总书

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好、把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落实好，把省
纪委监委工作要求落实好，把民
政系统安全工作做实做到位，实
现民政服务机构安全工作的规
范化法治化标准化正规化，以实
际行动和工作实效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

河南省民政厅各处（室、局）
和厅属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主
会场参加会议。 各省辖市、济源
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会事
业局，各县（市、区）民政局主要
负责人、分管安全工作负责人和
有关科（股）室负责人在各地分
会场参加会议。

（据河南省民政厅）

强化统筹，凝聚共识

铜陵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召
开“百日攻坚”行动部署会和“党建
入章”专项培训会议，对党建入章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并立足全市
实际制定下发《关于深入推进社
会组织“党建入章”工作的通知》，
全面掀起党建入章工作高潮。 在
社会组织章程中增加党的建设有
关内容， 是强化党组织在社会组
织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加强党对
社会组织全面领导， 落实党组织
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中法定

地位的重要制度安排， 是走中国
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的重要举
措。 铜陵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根
据全市统一部署要求， 确定完成
时限，倒排时序表，明确将社会组
织“党建入章” 完成情况作为年
检、评估、申报政府购买服务的重
要依据。 同时， 为进一步统一思
想， 铜陵市社会组织综合党成立

“党建入章”工作专班，负责对党建
入章工作进行调度，对社会组织办
理备案工作进行答疑解惑，完成一
个、销号一个，实现常态化推进，动
态化管理，为顺利推进“党建入章”
工作夯台筑基。 据统计，按照应入

尽入原则，铜陵市市本级 115个实
体性社会组织，完成党建入章工作
112个，党建入章率 96%。

强化指导，形成合力

一是在铜陵市委组织部、市
委非公工委的指导下，为社会组
织提供了参考文本，在社会组织
章程中单独设立“党建”专章，明
确党组织的设置形式、 职责权
限，明确党组织负责人应参加或
列席管理层有关会议，参与社会
组织重要事项决策等。 二是在铜
陵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社会组
织“党建入章”专门窗口，制作完
善章程备案流程及相关材料模
板， 为社会组织开辟“绿色通
道”， 特别是新注册和办理换届
备案、 变更登记的社会组织，鼓
励和引导其将党建工作写入章
程，“绿色通道”为社会组织提供
有效便捷服务，提升推进党建入

章工作整体时效。 三是加强深入
走访调研，重点了解党建在社会
组织中发挥作用情况，引导社会
组织充分认识党建入章工作重
要性， 增强政治认同和思想认
同，推动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与
治理结构深度融合，党组织班子
成员与社会组织管理层深度融
合，党建工作与日常活动开展深
度融合， 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
提供公共服务、 承担社会责任。
四是进一步发挥党建工作指导
员作用， 充当“党建入章宣传
员”，全市第五批 72 名社会组织
陆陆续续深入 300 家市级社会
组织进行宣传指导，并及时为社
会组织协调解决党建入章时遇
到的问题，收获良好成效。

强化落实，助推发展

继续做实“四个同步”，明确
社会组织在成立时党建信息同

步登记、党组织同步组建、党建
工作同步写入章程、党建工作与
日常工作同步监管。 同时注重结
果运用，将是否完成“党建入章
程”工作，作为“星级党组织评
定”、年度检查、评估考核以及评
先评优推荐的重要依据。 将“党
建入章”工作与实现“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工作相结合，鼓励提
倡社会组织党员管理层人员与
党组织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
任职，让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发
展，切实提高党组织在社会组织
中的认可度和影响力，逐步实现
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两个
覆盖”有“形”更有“效”。 此外，积
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到疫情防
控、乡村振兴、“双招双引”等中
心工作中来，切实把党的领导具
体化落到实处， 实现社会组织
“党建入章” 工作与社会组织发
展深度融合、同频共振。

（据铜陵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

安徽省铜陵市“三个强化”积极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入章”工作

”

为积极推动铜陵市社会组织“两个覆盖”有形有效，不断
强化党建引领， 根据全市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百日攻
坚、实干争先”行动部署安排，铜陵市围绕“三个强化”，全力推
进社会组织党建入章工作，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社会组织高质
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