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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笔杆子” 谱写新篇章
全市人社系统办公室工作专题培训班开班
为进一步提高全市人社系统文字工作人员
能力和水平， 全面规范和强化公文处理与保密
工作，3月13日上午， 全市人社系统办公室工作
专题培训班在市区开班。 来自各县区、园区平台
人社局（社会事业局）和局机关各处室、直属各
单位负责文字信息工作的77名学员参加了此次
培训。 开班式由市人社局副局长张岩主持，市人
社局党委书记、 局长曹曙春出席开班式并作动
员讲话。

曹曙春指出， 文字工作是公职人员的必备
能力，也是单位运转的重要工具，更是对外宣传
的切实需要。 他和参训人员分享了工作历程，交
流了做好办公室工作的心得和体会： 要想练就
文字硬功夫，没有终南捷径可走，只有靠多看、
多思、多动笔的点滴积累来换得出新、出彩、出
精品的华丽绽放， 只有勤动笔， 通过大量的实
践，才能熟稔各类文体的写作特点，才能积累更
多更好的文章素材， 才能清楚自己存在的问题

不足， 从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得到一点又
一点的提高。
曹曙春强调， 今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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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年。 他希望全系统文字信
息宣传工作人员要通过本次培训班， 练就扎实
的基本功， 从而把人社队伍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谱写全市人社系统“
1234”工作新方
位中的生动实践充分展现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

道人社、了解人社，进而从各项“人社大礼包”中
受益。
据了解，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将重点学习
文字材料撰写、公文处理、视觉语言的表达与应
用、如何做好保密工作、政务信息撰写、机关干
部成长与角色担当等内容。 开班式后，市委副秘
书长曾业桃以《文字材料的撰写》为题给参训学
员上了第一课。
（左美莹）

全市十大
“
群众满意执法大队”出炉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再获殊荣
近日，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2017年度淮安
市软环境效能和行风建设情况通报中， 再次荣获
全市十大“
群众满意执法大队”殊荣，这是支队第
三次获得这一荣誉。
去年， 支队认真落实构建和谐社会和保障民
生各项任务，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秉承
“
双维护、两服务”的执法理念，努力为群众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
注重宣传指导，帮助用人单位规范用工行为。
支队在执法过程中，注重宣传指导，发现用人单位
违法行为，讲清法律法规，讲清违法事实，做到教
育为主、处罚为辅，工作方式得到了服务对象的理
解与支持，树立了人性化、友情化的队伍形象。 主
要围绕
“
三个注重”开展工作：一是注重宣传。围绕
“
巡查送法”，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进社区、进
企业、进工地，送法规、送政策、送服务”主题宣传
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免费发放宣传资料。
二是注重指导。搭建
“
企信通”新媒介服务平台，加
强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双向联络、 实时互动。 建立
“
劳动保障监察服务QQ群”，为用人单位提供在线
法律咨询和交流，提升劳动用工管理水平。三是注
重预防。坚持标准化执法与个性化服务相结合，围
绕新出台的法律法规，行业用工管理共性问题，普

遍开展用工风险提醒活动。启动
“
双向预约执法服
务”制度，针对企业劳动用工管理需求，推出
“
企业
预约”个性服务。
强化责任担当，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支
队通过“三个方面”依法维权：一是重点领域专项
整治。在全市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险、社会保
险扩面等专项执法检查。 2017年，全市督促补签
劳动合同 0.68 万 份 ， 为 劳 动 者 追 发 工 资 待 遇
6684.6万元， 其中农民工工资待遇3135.46万元，
社保扩面1356人，追缴社会保险费805.88万元。二
110”
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 坚持劳动保障监察“
和节假日值班制度，强化受理举报投诉“电话、网
络、 窗口” 三大主要渠道的工作机制， 统一全市
各地劳动保障监察窗口举报投诉电话为
“12333”， 实现各类投诉举报渠道的互联互通、
无缝对接。 三是加强日常执法维权。 依法履行职
责， 加强劳动保障主动监察、 日常巡查力度， 推
行“双随机” 监察执法机制， 2017年， 全市主
动监察用人单位5441户， 立案查处548件， 立案
率100%， 按期结案率100%。
加强作风建设， 打造服务型执法队伍。 支队
努力打造业务精通、 纪律严明、 执法公正、 群众

满意的服务型执法队伍。 围绕“
三项规范” 优化
服务： 一是规范服务制度。 全面落实首问负责
制、 一次性告知等制度， 推行预约上门、 绿色通
道等特色服务。 进一步规范工作职责、 工作制度
和工作流程， 做到办事程序、 办事依据、 办事时
限、 办事结果“四公开”。 全体人员统一着装，
挂牌服务， 做到“
三亮明”， 亮明身份、 亮明承
诺、 亮明标准。 二是规范服务举措。 设立劳动保
障监察咨询台， 为来访群众提供咨询引导。 制作
“
投诉书填写样本”， 提供填写示范。 做好大厅楼
梯防滑保护措施， 设置残疾人专用服务接待室和
求助对讲器、 儿童座椅以及饮用水保质时间温馨
提示板等服务保障设施。三是规范执法行为。认真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
理等制度，依法规范案件受理、报批、调查、处理处
罚、结案等程序和管理办法。加强对执法检查和案
件办理的全过程监督，确保每起案件事实清楚、程
序合法、处理恰当。
今年，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将进一步增强争
先创优意识，勇于创新、锐意进取、依法行政，为维
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和谐稳定
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刘益）

我市服务外国专家有“三度”
“
It really gave me a big surprise when you informed me the
painting had already finished. And
now, I am shocked by such a
beautiful dog painting which is really beyond my imagin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当你告诉我已经画好作品
时，我真得很吃惊。现在看到这幅画，我彻底震惊
了，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太感谢你们了！）”前不
久，当淮阴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美籍博导尼古
拉先生见到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和著名画家左希
文先生带着送给画作上门，顿时激动万分。
画缘是在年前高层次人才、外国专家“迎新
春、话发展”联谊现场结下的。尼古拉先生请左先
生创作狗年题材国画，为确保质量，左先生没有
当场动笔， 承诺事后专门创作， 并会亲自送
上——
—于是出现了开头这一幕。
近年来，我市秉持“包容天下，崛起江淮”的
新淮安精神，海外优秀专家人才数量质量不断提
升。 市人社局所属的外国专家管理服务局，当好
外国专家人才服务的“
店小二”，竭力让外国专家
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 坚持以时不我
待的速度、更进一步的深度和宾至如归的温度将
每一件事做细做实，赢得了外国专家和用人单位
的一致好评。
时不我待的速度

联谊会结束不久，尼古拉教授便接到外专局
联系送画的电话。 喜出望外的尼古拉连声称赞：
“
You Chinese are such honest as
sending me the painting almost in
no time. （中国人最讲诚信，这么快就把画送
给我。 ）”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打响人才“争夺战”，谁

能快人一步，谁就有可能占
据有利地位。 市人社局坚持
高站位、快节奏的招才引智
策略，充分借助中国海外人
才交流大会和深圳国际人
才交流大会等国内外高端
平台，推介本地人才政策和
优惠条件，招引更多海外高
层次人才来淮创新创业；对
所有外国人来淮工作许可
业务实行一次性告知和急
事急办，缩短业务审批时限
约1周以上； 对本地急需紧
缺的高层次A类人才， 实行
“容缺受理”， 开辟绿色通
道，确保外国人才最短时间
到岗到位。
更进一步的深度

考虑到尼古拉对书画装裱不熟悉，外专局便
委托画家“代办”装裱事宜，既使作品“锦上添
花”，又为尼古拉“
排忧解难”。
服务外国专家光靠速度还不够， 还得有深
度。 自2017年4月国家实行改革外国人来华工作
许可制度后，来华工作的外国人分为ABC三类。
因配额方案尚未实施，我省暂不审批C类从业人
员。 个别外国人因为学历较低，无法达到B类人
员要求。 针对这种情况，市外专局人员不是简单
说“No”，而是深度调查此类外国人是否拥有行
业经验和相应资质，如果是不可替代的紧缺型人
才，依据调研结果，参照国家规定，积极寻找解决
办法，决不让企业因为人才缺位而利益受损。
宾至如归的温度

尼古拉与儿子异地生活，相隔万里，难得见

市人社局

为“淮安工匠”颁奖
3月10日下午， 市人社局在市区
“睠慕小镇” 为去年10月参加全省乡土
人才技能评比、 展演、 竞赛的选手举
行颁奖仪式。 在现场近百名观众的热
烈掌声中， 刻瓷专家季云华、 烙画专
家徐迎成、 蛋雕专家吴小琦和食品雕
刻与面塑专家罗桂金从市人社局副局
长王乃岩手中接过省人社厅等主办单
位颁发的荣誉证书。
在去年举办的江苏省首届乡土人
才传统技能大赛、 乡土人才技艺技能
大师经典作品展、 乡土人才传统技艺
技能互动展演等活动中， 我市选手表
现出色。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 季云
华不但参加刻瓷展演， 还担任大赛农
民工画种评委， 出色完成评选任务；
“江苏省传统技能大师”、 “全国最佳
厨师” 罗桂金沉着应战， 面塑作品形
神俱备， 勇夺大赛三等奖； “江苏省
工艺美术大师” 徐迎成、 “江苏省民
间工艺美术名人” 吴小琦展演中各显
身手， 引人瞩目。 他们的作品技法纯
熟、 形象生动、 趣味横生……受到了
同行和群众的广泛好评。
在颁奖仪式结束后， 季云华等四
位 “大 师 ” 为 到 场 的 小 朋 友 进 行 了
“绝技绝活” 的展演， 徐迎成还把精心
创作的书法“工匠精神” 赠送给从事
青少年培训的“睠慕小镇”， 希望更多
的 人 热 爱 乡 土 艺 术 ， 弘 扬 “工 匠 精
神”。
（胥广福 陈西楠）

我市开展人力资源
市场秩序专项检查
外国专家收到心仪画作
上一次面。 所以他在淮工作这几年，每逢春节前，
市外专局都会邀请他参加联谊会，让他感受淮安
大家庭的温暖——
—他得到这幅画如获至宝，开心
地说，“
I want to send it to my son
as his birthday gift(我把它当成儿子今年
的生日礼物)。 ”
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至外国专家心里，做有
温度的服务者，这是外专局每个人的信念。 该局
运用系统数据分析，对聘请外国人数量多、层次
高的单位，主动上门服务，宣讲扶持政策，积极帮
助外国友人尽快适应淮安生活，为符合条件人才
办理江苏绿卡，在就业、财税、通关、住房、医疗、
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最大程度帮助，解决他们在
淮安心工作的后顾之忧。 通过常态化举办外国专
家团拜会，畅谈创新创业体会、感受传统文化魅
力，领略淮安风土人情……让更多外国专家爱上
这座有温度的城市。
（徐柱 胥广福）

为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营造公平、 规范、 竞争有序的就业环
境， 日前，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了对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
检查， 检查将持续至2018年3月底。
支队此次专项检查的对象为人力资
源市场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劳务派遣
机构、 从事职业中介活动的组织和个
人、 各类招工用人单位， 重点是检查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单位办理行
政许可的行为， 规范用人单位的招工行
为， 取缔各类非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
劳务派遣单位， 依法严惩“
黑中介” 等
严重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违法行
为。
通过专项行动， 将进一步规范我市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完善监管制度体
系， 为促进劳动者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
（
孙学宝 杜鹏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