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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血脉 接受精神洗礼
市人社系统组织党员干部赴延安开展党性教育培训活动
6月11日—15日， 市人社系统50余名党员
干部在延安南泥湾干部培训学院， 开展党性教
育培训活动。 局领导曹曙春、 张岩、 陈树国、
周焰等参加活动。
在6月11日下午举行的开班仪式上， 市人
社局党委书记、 局长曹曙春给学员们作了动员
讲话。 他指出， 延安是革命圣地， 是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 党中央在延安13年， 领导中国人
民开展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培育了以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
神。 他希望大家把这次培训当成精神寻根之
旅、 境界升华之旅和作风锤炼之旅。 通过重温
党史、 学习延安精神， 强化党性修养， 坚定理
想信念， 树立“四个意识”、 坚持“四个自
信”，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他表
示， 学习归来将通过组织党性知识考试、 撰写
心得体会等方式检验学习的成果， 确保培训实
效。
活动中， 延安南泥湾干部培训学院还向参
加培训的淮安市人社局授予了“赴延安党性教
育培训班” 班旗。
开班仪式结束后， 南泥湾干部培训学院院
长王东方教授作了 《中国革命成功的延安之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 专题讲授。 由
路——
于运用史料娴熟， 注重哲学思辩， 再加上语言
表达生动， 受到了学员们的好评。

为了增强培训效果， 充分利用红色资源，
院方除了安排课堂讲授外， 还组织了生动形象
的现场讲解、 实景感受、 现场教学和仪式教学
等新颖培训内容。
6月12日上午， 由一名学员高举班旗， 在
曹曙春率领下， 大家排好队伍， 步伐整齐地来
到宝塔山前。 在陈树国的领誓下， 学员们重温
了入党誓词。 曹曙春等领导又领读了著名诗人
贺敬之名篇 《回延安》。 跟随着讲解员的讲解
和引导， 大家参观了 《西北局革命纪念馆》；
下午， 全体人员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和王家坪
革命旧址， 认真听取讲解员的讲解。 两个纪念
馆展出的大量图片资料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再
现了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等人在延
安十三年的光辉业绩。 大家怀着崇敬的心情，
仔细听， 认真看， 还不时进行记录， 拍摄重要
场景。
参加这次培训， 无论是领导， 还是业务骨
干， 都以学员这唯一身份投身学习之中。 6月
12日下午， 每人都自携“小马札”， 跟着带班
老师来到当年“军委礼堂” 旧址， 围坐一起，
听取专人讲述 《毛泽东与毛岸英感天动地父子
情》。 许多学员听完后还沉浸在感人的故事之
中， 大家深深感受到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据悉， 这次培训还将安排大家到梁家河村
学习和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那里度过七年
知青岁月， 立下了“为群众做实事” 的初心。

对此， 学员都特别期待踏着总书记的足迹， 以
“为群众做实事” 的初心实现服务人民和报效
祖国的理想。
参加本次党性教育的学员都非常珍惜此次
培训机会。 局行政许可处处长魏伟曾是一名伤
残军人， 前不久腿部再次受伤， 但当他得知局
里将组织党员干部奔赴延安开展党性教育培
训， 依然主动报名参加。 尽管现场教习终日奔

波， 这位有着军人本色的学员还是咬牙坚持，
给大家做出了榜样。
培训还在持续之中， 淮安人社系统的学员
们已经深感“
不虚此行”。 在晚上分组讨论时，
大家纷纷表示： 要把延安精神传承下来， 发扬
光大， 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多作
贡献。
（陈明珠 胥广福）

培训直通车——
—

让理论“大道理” 对接民生“小日子”
6月6日， 市人社局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培训直通车开赴江苏涟水经济
开发区。 党的十九大代表、 江苏省优
时代楷模”、 盱眙县
秀共产党员、 江苏“
桂五镇敬老院院长李银江受市公务员
培训中心邀请为150余名基层干部群
众作了一场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报告。
报告会上， 李银江代表分享了大
会的盛况， 他用大会没有给与会代表
发一瓶矿泉水这一点滴细节， 真实而
又深刻地向参训学员展示了党中央节
俭办会、 厉行节约、 艰苦奋斗的工作
作风， 由此教育引导参训学员始终坚
两个务必”， 不断增强看齐意识和
持“
政治意识。

创新方式讲党课， 是当前扎实开
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的主要措施。
该 市 公 务 员 培 训 中 心 变 “上 学 ” 为
“送学”， 以精准选题、 榜样力量和创
新载体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党的十九大
精神培训直通车活动， 帮助基层干部
群众学深弄懂做实十九大精神， 让基
层党课鲜活了起来。 2018年， 培训直
通车已开展了5场， 覆盖基层干部群众
1180余人。
精准选题， 明确党课教育导向。
培训直通车由全市基层党组织和干部
群众“菜单式” 点题， 市公务员培训
中心组织省内外理论骨干送教上门，
围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共产党宣言>及其当代价
值》 《
“互联网+” 与管理变革》 《生
态文明与美丽乡村建设》 等十九大报
告内容巡回宣讲， 把高层声音、 专家
观点直接传播到了县区基层， 让理论
“大道理” 对接起了民生“小日子”，
受到了基层工作者的欢迎， 推动了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向纵深发
展。
创新载体， 延伸培训教育链条。
当前淮安正值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热潮，
该单位按照市人社局党委“全周期参
与、 全职能融入、 全系统发力、 全链
条压实” 的要求， 主动对标创建重点
工作任务， 把培训直通车和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在送理论、
送政策，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的同时，
开展文明道德风尚培育和文明行为习
惯养成的宣讲， 并通过发放文化衫、
环保袋等形式， 引导广大市民以主人
翁姿态共同参与到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工作中， 广泛凝聚起同心共创文明城
市、 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的正能量。
今后， 市人社局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培训直通车还将向乡镇基层、 村
居社区、 部队军营延伸， 力图通过搭
建新形势下党课教育新平台， 着力推动
全市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宗旨， 以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走出新道路、 开拓
新境界、 弘扬新风尚。
（王盛 田文）

日前， 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支部组织全市调解
仲裁条线30余名党员骨干赴淮阴区刘老庄乡开展“缅
怀先烈继遗志，不忘初心促和谐”主题党日活动，先后
瞻仰了八十二烈士陵园，参观了烈士纪念馆。 活动中，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共产党人须臾不忘的为民意识，全
力推动全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面促进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刘军 张明珉 摄

部分劳动监察案件也能调解了

市劳动保障监察案前调解工作初见成效
“没想到才三天， 我就拿到了我
的工资， 效率真高。” 市民张大姐到市
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后， 本以为要等上
一个月才能拿到工资， 结果短短三天
时间内就拿到了， 十分惊喜。 今年以
来， 像张大姐这样的投诉后， 短期内就能
解决问题的情形还真不少， 这主要得益
于劳动保障监察案前调解工作。

今年以来， 市人社部门开展了劳
动保障监察案前调解工作， 并对案前
调解的范围予以了界定： 在投诉受理
过程中， 对当事人双方均同意调解的、
权利义务明确、 不属于法律法规和规
章规定的强制性义务， 以及未以相同
事由向其他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或
者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依

法提起诉讼的诉求， 可纳入案前调解
范围。 案前调解时间设定为5个工作
日。 投诉人办理投诉登记时， 可以申
请在立案前为其进行案前调解。 截至
目前， 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受理投诉
27件， 其中通过案前调解10件， 调解
率为37%， 调解成功率100%， 劳动保
障监察案前调解工作初见成效。

为进一步规范案前调解工作， 市
劳动保障监察支队近期制定并印发了
《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案前调解工作意
见》。 案前调解工作的开展， 将为适应
新常态下对执法监管方式的新要求，
创新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制， 提高执
法效率，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发挥积
极作用。
(章耀)

用人单位应为
职工申请工伤认定
咨询： 王先生三个月前
在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请单位替其申请工伤认定，
单位表示无义务替其申请，
请问单位的做法合理吗？ 有
无法律依据？ 现在自己还能
申请工伤认定吗？ 需要什么
材料？
回复：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七条，职工发生事故
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
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
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
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
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 遇有特殊
情况， 经报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同意， 申请时限可以适当
延长。 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
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
伤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工
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
或者被诊断、 鉴定为职业病
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
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劳动
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 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
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
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
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办理。 用人单位未在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
交工伤认定申请， 在此期间
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
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
位负担。
根据以上文件规定，单
位的做法不合理， 王先生目
前可本人申请工伤认定。
(周品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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