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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创“一等两优”

全市人社系统召开党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大会
3月10日， 全市人社系统利用周
六上午半天时间， 召开党的建设、党
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大会。 市人社
局党委书记、 局长曹曙春出席会议，
并作了题为《不松劲、不止步、再出
发，以从严治党新作为开创事业发展
新局面》的工作报告，局党委副书记
徐承光主持大会，局领导张峰、张岩、
王乃岩、陈树国、周焰，市纪委派驻人
社局纪检组组长徐大达出席会议。
会前，与会全体人员观看了警示
教育片《挺纪之路》和作风建设暗访
专题片 《担当》， 并在曹曙春的带领
下，进行了郑重的廉政宣誓。
随后，会议回顾总结了过去一年
的成绩。 会议指出，2017年，全市人社
系统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
府决策部署， 大力推进党的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
在点滴积累中厚植发展优势。 特别是
自去年全市人社系统工作会议召开
以来，系统上下奋力冲刺、迎难而上，
近年来首次获得全市科学跨越发展
考核“优秀”等次，创新创优项目评比
再获经济建设类“
一等奖”。 在推进党
的建设、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过
程中， 呈现出教育形式更加多样、组
织生活更加定型、 权力运行更加规
范、“两为” 整治更加扎实的生动局
面。 机关风气进一步好转，向上向善
向好的氛围更加浓厚，干部职工的精

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作廉政宣誓
神风貌更加昂扬。
会议认为，综观当今世界，党情
世情国情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各种新
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全面从严治
党也面临更多困难挑战。 针对人社系
统在党建、党风廉政和作风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建
设，以党建工作的新成效推动各项事
业的大发展。
就做好今年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会议指出，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 是改革开放40周
年， 也是市人社系统下好调查研究

“先手棋”、绘好精准扶贫“施工图”、
打好创富淮安“主动仗”的头一年，做
好今年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意义重大。
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 通过深入学习
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即将开展
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增强
“四个自信”， 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切实增强
“
四
个意识”，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要加
强政治能力建设，使党员干部的政治能
力在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

强化，在严格的党性锻炼和纪律约束
下不断提升。 要强化基层组织建设，
使之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会议指出，打铁必须自身硬。 党
委“一班人”和处室“一把手”要承担
好“一岗双责”的政治责任，把廉政建
设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 做到同部
署、同考核。要坚持阳光透明。 进一步
完善“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机制，深化
党务、政务公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
笼子。 要突出挺纪在前。 严格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化党纪党规和
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

我市奏响就业创业“奋进曲”
去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12万人，扶持创业1.98万人
市人社部门认真做好就业创
业工作， 推动我市就业创业形势
持续向好。 2017年全年， 共实现
城镇新增就业9.12万人， 扶持城
乡创业1.98万人， 完成职业技能
培 训 3.39 万 人 、 创 业 培 训 3.08 万
人， 新增专业技术人才1.82万人、
高技能人才1.26万人。
就业规模不断扩大。 全年共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12万人， 相
当于一个省重点中心镇的总人口。

实现再就业5.75万人， 城镇登记失
业率保持在1.82%左右， 为全省最
低。 就业政策精准落地， 落实社
保补贴等资金3600余万元， 惠及
就业困难人员9800多人。
创业培训稳步推进。 全年完
成职业技能培训3.39万人， 其中城
乡新成长劳动力技能培训1.84万
人、 新生代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
1.23万人， 落实稳岗补贴， 发放
6607万元补贴资金， 实现“应享

尽享”。 完成创业培训3.08万人，
扶持城乡创业1.98万人， 累计发放
创业贷款1.77亿元， 创业带动就业
6.35万人。 创成首批省级创业型街
道 （乡 镇） 13 个 、 创 业 型 社 区
（村） 120个， 创建达标率100%。
依托驻淮高校创建创业大学等，
规模化培养“双创” 人才， 全年
新增“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
25个， 淮安创业标兵、 创业项目
双双入选“全省十佳”， 创业师资

队伍跨入全省先进行列。
人才建设日益增强。 截至目
前， 全市共有省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52名，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人员113名。 与清华大学签订为期
3年的 《共建研究生社会实践基地
协议》， 新增4家省级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 累计建成国家级博士后
工作站10家、 省级博士后科研实
践基地25家。
(陈明珠)

我市举办高校毕业生新春专场招聘会
为充分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服务的针对性、有效
性，促进高校毕业生合理流动和配
置， 吸引高校毕业生到企业上班，
结合人社部关于开展春风行动的

通知，3月9日， 市人社局在市人力
资源市场举办迎新春高校毕业生
专场招聘会。
在本场招聘活动中，各用工单
位提高了薪酬待遇，本场招聘会的
平均薪酬达到了4044元，特别是化

体现“真善美”真谛

工、机械类的工程师月薪达到万元。
为组织好专场招聘活动，市人
力资源市场主动沟通各用人单位，
遴选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工作
岗位，提前通过就业网、就业微信
和就业qq推送招聘会信息。 招聘会

共吸引了百隆实业、 淮钢特钢、安
邦电化、 臻鼎科技等215家用工单
位参会，提供化工、纺织、机械、电
子为主要工种的5300多个岗位，进
场人数达3000余人，现场达成用工
意向近300个。
（陈洪彬）

展现“半边天”风采

市人社局机关工会组织女职工学习烘焙和花艺

参加插花培训现场

连日来， 市人社部门认真学习近平总书
记对周恩来总理“六个楷模”的高度评价，人
社“半边天”更是在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中
以周恩来“至真至善至美”的情操和行为为榜
样，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到热爱人民、热爱
工作、热爱生活，体现“真善美”的真谛，展现
“半边天”的风采。
为了让人社女职工在庆“三八”活动中更
好缓解工作压力、学习实用技能、提升“真善
美”情操，3月12日下午，市人社局机关工会在
市区“睠慕小镇”举办了主题为“
‘至真至善至
美’纪念周总理诞辰120周年活动”，内容包括
西式烘焙和花艺培训。 活动现场，30余名妇女
代表既兴高采烈又一丝不苟， 她们跟随老师

的详细讲解和操作示范， 用平时严谨细致的
工作态度和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 认真学习
蛋糕制作和插花技巧。 当她们通过老师指导
完成一件件“作品”时，脸上绽开了如花的笑
靥，露出了由衷的喜悦。
看着亲手制作的一份份甜美的心形蛋糕
和鲜艳的七彩花篮，大家表示：无论是做事和
做人，都要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化身——
—周
总理为榜样，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努力在
工作上做到心系人民， 在做人上做到纯真无
瑕，在心态上做到与人为善，在社会上做到弘
扬美德，热爱家乡、热爱生活，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展现女性风采， 贡献女性力
量。
（陈礼进 朱建红）

四种形态”。 坚持
惧、守底线。要用好“
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持续推进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落实，积极开
展为官不为、 为官乱为专项整治，大
力倡导亲力亲为、 大有作为工作导
向，通过不懈努力，保证系统上下风
清气正。
会议强调，要崇尚低调务实不张
扬。 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发挥
“
头
雁”作用，加强组织领导，狠抓工作落实。
要积极选树和宣传一批干事创业、争
先创优的先进典型， 形成学先进、争
先进的热潮。 要打造服务品牌。 举全
局之力、 集全体智慧争创“一等两
优”。 以开展101%服务流动红旗优质
竞赛活动为抓手， 做好各项服务，力
争获得年度优胜。 要抓好制度建设。
在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问题的同时，
更加注重建立长效机制，推动作风建
设各项规章制度真正落地生根。
会上，涟水县人社局、市社保中
心、 局行政许可处作了交流发言，市
局机关党委书记陈树国就近期局党
委出台的系列制度文件作了说明，机
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向局党委递交
了《2018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
设工作责任状》。
各县区、园区平台人社局（社会
事业局）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办
公室主任；机关各处室、直属各单位
全体工作人员约380余人参加大会。
（陈敏东 胥广福）

我市在全省公务员
主题征文中获佳绩
市人社局获“优秀组织奖”
由省委组织部、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厅、省公务员局主办，《群众》杂志社承办的
全省公务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争
做职业道德模范”主题征文活动日前落下帷
幕。 由市公务员培训中心选送的代表我市参
加全省评比的4篇作品载耀而归。 其中市高
铁商务区办事处张玲玲的作品《做一株深植
大地的焦桐树》荣获全省二等奖，淮阴区教
育局张亮的作品《磨好“三根针” 引好“千
条线”》荣获全省三等奖，市检察院杨乐的作
品《既要“穿衣照镜” 也要“对症开方”》和
金湖县地方税务局杨海鸥的作品《我的初心
是举手宣誓的那一刻》荣获全省优秀奖。 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被评为优秀组织单
位。
据了解，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深入推进全省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工
程，引导广大公务员积极参加职业道德建设
活动，省公务员主管部门于去年11月～12月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 争做职业道德模范” 主题征文活动。
活动启动后得到了各设区市和省级机关的
积极响应，共收到选送参评文稿255篇。 征文
作品主题突出、 内容紧扣新时代主旋律，真
实、生动地反映了全省公务员在推进职业道
德建设方面的新举措和新方法，实现了以文
抒心、以文促思、以文促长的目的，展示了我
省公务员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精神风
貌。 经过专家评选，最终评出全省获奖作品
50篇，其中一等奖6篇、二等奖10篇、三等奖
14篇、优秀奖20篇，优秀组织奖10个。
征文活动折射出我市公务员职业道德
建设的成效，充分展示了我市公务员队伍综
合素质，激发广大公务员立足本职、干事创
业的热情。 获奖选手张玲玲表示，将把征文
中的所思所想、 所感所悟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为建设繁荣安康宜居文明的美丽淮
安作出更大的贡献。
（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