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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姨，我给您送饺子来啦！
这张‘邻里守护服务卡’您收着，
上面有我的电话， 还有药店、粮
油店和卫生服务站的电话，有啥
事，别担心，我们在呢。 ”1 月 10
日，在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金星镇
开元社区，社区党员哈燕和楼道
红管家、 居民志愿者等一起，陆
续敲响了高龄独居老人、重病患
者、留守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的
家门，送去药品、急需生活物资
等暖心“大礼包”。

近日，为主动适应疫情防控
新情况， 加强特殊人群关心关
爱，宁夏在全区启动组建社区村
组千支小分队开展暖心配送服
务行动。吴忠市第一时间集结社
区、村“两委”干部、网格员、楼道
（栋）长、业委会成员、群团组织、
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力量，紧急
组建 3902 支小分队， 穿梭在村
组网格、奔走在楼栋巷道，利用
一切资源优势，将温暖送到群众
身边。

“家里 1 岁半的娃娃高烧
39.6℃，家里没有退烧药，急得人
跳蹦子哩。 我赶紧给网格员李建
娜打了电话，小分队很快就送来
了布洛芬、退热贴，真是雪中送
炭啊！ ”在盐池县盐州路街道芙
蓉园小区，居民李艳琴说起热心
的小分队，眼里泛起了泪花儿。

有的居民家中有富余的药
品，一些急需的群众却买不上，
如何畅通信息和药物交流共享
的渠道？ 得益于完善的“社区

（村）、网格（小区、村民小组）、
楼栋（党员中心户）”三级组织
体系，吴忠市各社区、村组迅速
在党群服务驿站、物业服务点、
楼栋（村民小组）的醒目位置设
置“共享药箱”2183 处，并通过
微信群、 大喇叭、 倡议书等形
式，引导居民将感冒、退烧、消
炎镇痛等常用富余非处方药共
享出来， 让有限的药品发挥最
大价值。

“刚开始还担心大家的共享
意愿不强，但看着‘共享药箱’里
一盒盒快克、感康，一片片布洛
芬、 甘草片等药品， 满满都是感
动。 ”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新华
社区党委书记马芳说，“平时经常
组织社区邻居节、好邻居评选、民
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这些活动
形成的凝聚力，在关键时刻体现
了出来。 ”

“我们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勇
当宣传引导、个人防护、本职岗位
和服务群众‘四个表率’，特别是
机关单位党员干部纷纷报名加
入居住地的服务小分队，以实际
行动在科学精准防控一线上见
行动、作贡献。 ”吴忠市委组织部
副部长、吴忠市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和社会组织党工委书记马久
麟告诉记者。

高龄独居老人、孕产妇、留守
儿童、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群体，
是社区村组小分队重点关注关
心的对象。 吴忠市精准摸排建立
58184 名重点人员台账， 推行暖
心配送服务“四个一”运行机制，
即建立一套重点对象花名册、向
重点对象发放一份防疫政策宣
传单、 一张紧急服务联系卡、一
个健康防护爱心包，先后为行动
不便、出行困难的居民群众安排
送医送药 15517 次、 代购代办
14440 次，开展陪伴照顾、心理疏
导等贴心照料关爱 9249 人次。

（据《光明日报》）

宁夏吴忠：
将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全国妇联党员干部
走基层进社区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为
民情怀，2023 年新春佳节来临之
际，全国妇联机关党委、组织部、
宣传部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
的党员干部走进北京市东城区
建国门街道，开展“巾帼暖人心
把爱带回家” 主题党日活动，宣

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慰问社
区巾帼志愿者、环卫女工、女医
务人员、女快递员，为她们送去

“母亲邮包”“健康卫生防护包”
等爱心物资和新春祝福。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秘
书长董葵表示， 全国妇联机关
和直属单位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妇联党组工作部署， 积极推动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推进区
域共建共治共享， 走进社区和
妇女群众， 用心用情做好关心
关爱工作。 希望姐妹们在社区
大家庭中， 感受党的关怀和社
会各界的温暖，感受“娘家人”
的关心，共同创造团结互助、和

谐奋进的良好氛围，共促家家幸
福安康。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工委书
记祁国梁对全国妇联多年来支
持街道工作、关心和帮助妇女群
众表示感谢，希望今后进一步凝
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思想共
识和强大力量，与辖区单位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工作格局。
全国妇联党员干部和社区妇

女群众代表围绕党建与公益活动
融合、 妇女群众需求等进行了座
谈。全国妇联党员干部表示，要进
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转作风
下基层， 将党的关怀送到广大妇
女群众身边。

随着 2023 年春节临近和
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调整，广
西迎来农民工返乡潮。 日前，广
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联合多个部门部署开展
2023 年春节期间“春暖农民工”
服务行动，采取关怀慰问、出行
保障、社保帮扶、就业服务、工
作岗位、技能培训、健康服务、
权益保障、文化娱乐、关爱帮扶
等 10 项有力举措，暖心服务全
区 1400 多万农民工。

在关怀慰问方面， 广西将
开展走访慰问农民工活动，为
留岗农民工组织文艺联欢、集
体过年、发放年货等“送温暖”
活动； 要求各地村级就业社保
服务平台、 农民工综合服务中
心、 村两委干部与未返乡的农
民工联络 1 次， 了解关心他们
的工作、生活情况；充分发挥好
驻外劳务服务站、 工会帮扶服
务中心职能， 结合实际需求提
供便利暖心服务。

在出行保障方面，优化返乡
服务，不再对返乡农民工查验健
康码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开通
农民工集中购买汽车票、火车票
绿色通道，并为有需要的大龄农
民工在购票乘车、搬运行李等方
面提供帮助。 春节前，为农民工
务工较为集中的地区开通直通
列车、专车，在农民工自驾返乡
沿途集中地设立志愿服务点；春
节后，为目的地成规模成批次的
农民工外出务工开通“家门到车
门、车门到厂门”送工直通车，预
计超过 10万农民工享受“点对
点”送工服务。

在社保帮扶方面， 全面落
实社会保险助企纾困、 新增岗
位社会保险补贴、 吸纳重点群
体就业社保补贴、 带动就业补
贴、创业补贴等政策，实施阶段
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

率政策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推
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留工补
助“免申即享”，实施缓缴社会
保险费“即申即享”，推进就业
社保补贴政策“直补快办”。

在就业服务方面，组织“春
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金秋招
聘月”等专项活动，通过远程招
聘、直播带岗、大篷车送岗等形
式，举办产业专场、行业专场、园
区专场招聘活动。各市每周至少
要举办 1次专业性招聘，每月至
少举办 1次综合性招聘，促进农
民工高质量充分就业； 深化粤
桂、桂深劳务协作，推进粤桂协
作共建“一县一企”农村劳动力
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民工和脱
贫人口实现就业。

在工作岗位方面， 各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主动联系
企业提出招工就业岗位需求，
加大归集投放力度， 分类实现
靶向推送， 对于有愿意在当地
就业的返乡农民工， 充分予以
安置；符合条件的，开发公益性
岗位予以安置就业； 以工代赈
投资项目， 优先安置返乡农民
工、脱贫人口就近务工增收。

在技能培训方面， 支持各
地结合产业发展实际， 将急需
紧缺技能人才纳入人才引进目
录，引导返乡农民工、脱贫人口
（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等群体
参加技能培训； 举办“八桂系
列”劳务品牌“3+N”专项赛，引
导农民工参加劳务品牌标准化
培训。 预计 2023 年开展各类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2 万人次，
开展“八桂系列”劳务品牌相关
培训 9 万人次。

在健康服务方面， 有针对
性地提高农民工健康防护意
识， 为农民工提供疫苗接种等
便利，对于农民工集中的企业、
社区，协调医疗机构上门服务；

做好返乡农民工健康监测服务
和重点地区农民工职业病摸底
工作，开展农民工义诊，为农民
工免费发放口罩、消毒液、防疫
药品包等防疫用品。

在权益保障方面， 严格落
实“三个严禁” 和“一金七制
度”，完善根治欠薪源头治理长
效机制； 压实地方政府属地管
理、 行业部门监管和用人单位
主体责任，对责任不落实、工作
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规
追责； 严厉打击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犯罪行为， 确保不出现因
欠薪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或
恶性极端事件； 加强劳动保障
监察“两网化”管理，推动工程
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
预警平台建设； 实施劳动关系

“和谐同行”能力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 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
机制；常态化开展“加强争议预
防·服务千家企业”活动，提升
争议预防效果。

在文化娱乐方面，全区 3 个
美术馆、115 个公共图书馆、124
个文化馆、235 个博物馆（纪念
馆）、1174 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全
部面向农民工免费开放；有针对
性地开发、开放一批农民工喜闻
乐见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举办
面向农民工的群众文化活动。

在关爱帮扶方面， 及时为
符合条件的失业农民工发放失
业保险待遇； 持续做好农村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 将符合
条件的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按规
定纳入农村低保或特困供养范
围，及时给予临时救助；开展留
守老年人探访关爱， 根据实际
情况提供政策宣传讲解、 需求
转介和必要救援等服务； 加强
走访慰问， 对于有困难的农村
留守儿童及家庭提供关爱帮扶
措施。 （据《广西日报》）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