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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聚力提升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能力

晚年幸福像花儿一样

本报讯 日前，记者走进淮
安康华百福园护理院，只见环境
整洁温馨，医疗、康复、生活、娱
乐设施配套齐全，还设有内科、
康复医学科、中医科、营养科、安
宁疗护科等临床科室，老人在这
里“足不出院”，就可以享受到集
医疗、康复、护理、养老于一体的
全方位服务。来自南马厂的张
老爹夫妻俩，家里房子已拆迁，
而儿女都在外地，于是老两口来
到百福园。
“在这里生活很舒心，
打牌、下棋、聊天娱乐活动不少，
兴致来了还能练练书法，每个房
间还配有专门的医生、护士和护
工，
‘老毛病’犯了也不用担心。”
张老爹开心地说。
近年来，我市紧紧抓住全国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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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契机，不断深挖居家和社区
等 6 部门联合出台新建小区配
养老服务潜力，实现服务能力和
建养老服务用房“四同步”文件，
满意度双提升，守护老人的晚年
明确民政职责、配建标准和配建
幸福生活。
设施产权归属。2019 年以来，
政策引领健全困难老年人
我市新增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关爱机制。我市出台《淮安市基
设施 135 个，长东街道老年人日
本养老服务指导性目录》，建立
间照料中心、古清口老年人日间
特殊困难老人基本养老服务清
照料中心、枫林晚三塘社区养老
单制度，对全市 49482 名特殊困
综合体等 14 家本土具有全托、
难老年人进行摸底筛查、探访， 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功能的社
并依托“淮安市虚拟养老院”信
区养老机构均建成运营。出台
息平台，实现特殊困难老年人动 《淮安市开展家庭照护床位试点
态管理，城市特殊困难老年人探
建设工作的通知》，9 家养老机构
访率达 100%；投入 600 余万元， 设立 300 张家庭照护床位，对符
为 2000 户困难老年人家庭进行
合条件的纳入机构床位运营补
了适老化改造。
贴，
并给予 5 万元一次性奖补。
创新规范居家和社区养老
社会力量参与提升居家和
服务设施建设。市民政、自然资
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我市加大
源、住建、行政审批、税务、财政
对本土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培

育，引入九如城、禾康、银杏树、
新华网、安康通等 10 多家企业
和社会组织参与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发展，今年已为 14.6 万名
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
市慈善总会年投入 50 余万元，
为困难老年人帮扶项目提供资
助；各级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不断向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项
目倾斜。
智慧养老助力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信息化服务。优化完
善“淮安市虚拟养老院”平台功
能，建立统一管理、综合开放的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
实现与 7 个县区信息平台互联
互通。
■融媒体记者 张小燕
通讯员 崔德贤

诉接速办推动 12345 便民服务优化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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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图书馆

当选国家全民阅读
示范基地
本 报 讯 日 前 ，中 国 图 书 馆 学 会 公 布
2019 年全国全民阅读工作表彰名单，淮安市
图书馆被中国图书馆学会授予
“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称号，本次表彰全国共有 21 家单位当
选，
淮安市图书馆是江苏省唯一当选的单位。
据了解，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示范
基地”评选是全国全民阅读工作的重要内容，
只有两次以上获得中国图书馆学会全民阅读
先进表彰的组织和单位才可申报。近年来，
淮安市图书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阅读”号
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将新媒体、新技术
与传统阅读方式有机结合，倾力打造我市翔
宇讲坛、四季阅读、淮上讲堂——名师讲名
著、行走阅读等品牌阅读活动，引领全市读者
全方位、多层面、多角度参与阅读活动，充分
利用微信、抖音等传播平台以及讲座、阅读推
广等方式，传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
“书香淮安”建设，为全市阅读推广增添新亮
点。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让群众
“求助有门”
“受助有人”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以
治理能力和水平探索新路。
解决群众和企业诉求为出发点，
今年以来，对全市部门热线
深入谋划、积极推动 12345 热线
情况开展摸底调查和分析研究，
便 民 服 务 优 化 升 级 工 作 ，出 台
起草《淮安市政府便民服务热线
《淮安市 12345 政府便民热线平
整合方案（征求意见稿）
》，
在全省
台“诉接速办”工作实施方案（试
率先整合 31 条热线的基础上，
对
行）》
《淮安市 12345 政府便民热
其余 9 条热线进行深度整合。坚
线平台运行管理办法》等制度方
持“一个号码管服务”，明确除紧
案，全面整合部门热线，建立诉
急类热线，其余热线全部整合至
接 速 办 新 机 制 ，开 展 嵌 入 式 监 “12345”。设置政务服务“一号
督 ，进 一 步 完 善 12345 热 线 接
答”专席、公积金咨询专席、安全
听、受理、交办、督办、考核等一
生产举报专席、
“苏政 50 条”
服务
体化管理服务功能，为提高城市
专线、儿童救助保护专线，
承接金

融诈骗举报、河长制举报、公务用
车举报和政务服务
“好差评”
等工
作，
疫情期间开通心理援助热线，
为群众、企业以及行业监管、行风
建设提供深度服务。增强网上
12345 服务功能，建设以 12345
微信公众号为支撑的网上受理平
台，
整合线上线下各类服务资源，
方便市民通过互联网渠道反映诉
求、提出意见建议、查询办理进
度，打造从“耳畔”到“指尖”的全
方位服务通道。
据统计，
1-9 月，
12345 热线

共受理市民诉求总量 647880 件，
同比增长 114.02%。
“通过建立诉
接速办新机制，一体化受理工作
格局初步形成，
基层治理
‘神经末
梢’
得到有效激活，
问题处置长效
机制有效落实，党委政府工作更
加契合民意，真正实现 12345 政
府热线
‘通过一个热线，
解决一类
问题，
化解一批矛盾，
维护一方稳
定’的积极作用。”市政府便民热
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融媒体记者 杨丹丹
通讯员 汪凯

大“练兵”
28 日上午，2020 年全省特种设备事故应急演练在淮安
举行。全省特种设备监管条线、
市安委会成员单位、
各县区市
场监管局以及部分市重点企业代表200 余人观摩演练。
本次演练地点位于淮安工业园区实联化工（江苏）有限
公司，
演练活动以液氨充装过程中发生泄漏后造成人员中毒
受伤为假设，
以企业应急、
消防救援、
医疗急救、
现场特种设备
处置，
以及特种设备管理现场勘验等内容为重点，
通过实时指
挥和现场动态救援相结合的方式，
快速、
高效处置了液氨泄漏
突发事故。整个演练预案准备充分，
演练过程真实，
应急指挥
及时，
事故处置高效，
向全省展示了淮安市特种设备应急管理
水平和处置能力。
■通讯员 殷露洋 融媒体记者 金义旻/文 赵启瑞/图

28 日下午，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和淮安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的
“保护运河 2020”
江苏省水上交通运输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习在
淮安新港码头举行，
交通、公安、消防、环保等多部门联合就船舶碰
撞码头、
码头火灾、
船舶火灾、
防止污染等应急处置实施演习。据了
解，
本次演习是全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改革以来第一次大型综合性
演习，
规模大、
科目多、
针对性强。
本次演习采用了无线信号、微波远程指挥的方式，运用了无
人机、VITS、CCTV 等信息化感知手段，船载灭火炮、智能无人艇、
遥控救生圈、碎片式围油栏、复式收油机、智能水面救生机器人等
先进设备投入演习运用。■融媒体记者 王昊 通讯员 储海进

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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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发布今年第四批

“新时代淮安好人”
“新时代好少年”
本报讯 10 月 28 日，由市文明办、清江浦
区、江苏省淮阴中学主办的 2020 年“新时代
淮安好人”发布仪式暨清江浦区第二届家风
文化节在富春花园小区举行。
在当天的活动中，来自清江浦区科协、清
江浦区妇联、淮安新奥燃气等单位的志愿者
们为市民带来了全国文明城市应知应会、未
成年人权益保护宣传，益智游戏体验、燃气安
全知识科普、书画作品展示等丰富多样的志
愿服务，清江浦区艺术团的文艺工作者们还
用精心编排的舞蹈、歌曲、小品、歌伴舞、情景
剧等十余个精彩节目，向大家宣传“传承良好
家风家训，弘扬时代文明新风”的重要意义。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赢得了现场观众
和附近居民们的广泛好评与热情参与。
在当天的活动中，市文明办还对外发布
了 2020 年第四批“新时代淮安好人”和“新时
代好少年”。据了解，自启动 2020 年第四批
“新时代淮安好人”和“新时代好少年”评选工
作以来，经过层层推荐，评审委员会共收到
“新时代淮安好人”候选人事迹材料 35 篇，
“新时代好少年”候选人事迹材料 17 篇。通
过评审委员会评定和网站公示，最终有 15 人
（组）入围“新时代淮安好人榜”，4 人被评为
“新时代好少年”。2020 年第四批“新时代淮
安好人”包括“白手起家”、参加公益活动近
200 场的企业家王汉忠为代表的 6 位“助人为
乐好人”，20 年来扎根教育一线、培养数百名
学生在竞赛中获奖的人民教师李斌为代表的
5 位“敬业奉献好人”
，不顾安危勇救落水者不
留名的古稀老人李长全、张学贵为代表的 3
组（共 6 人）
“见义勇为好人”，以及十多年来
不离不弃精心照顾智障弃婴的“孝老爱亲好
人”韩素英。第四批“新时代好少年”分别是
“全面发展的少先队员”淮安市实验小学六
（12）班张恺轩，
“ 勤于笔耕的小作家”淮安小
学五（9）班徐泽鹏，
“品学兼优的才艺少年”涟
水县淮文外国语小学五（1）班储昊轩，
“ 奋发
向上的自强女孩”金湖县特殊教育学校康复
（1）班姚晶晶。
■融媒体记者 储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