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聊城为社区减负，壮大社工队伍服务社区

99月月底底前前建建成成558822处处农农村村社社区区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本报记者 凌文秀

21日上午，聊城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聊城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猷滨就聊城城乡社区工作情况进进行
了发布。李猷滨表示，随着聊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区承担的公共事务和行政事务日益增多，行政负担较重，各类评评比考核、挂牌
台账任务较多，盖章证明事项繁杂无序等问题突出，影响了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和社区居民自治。为此，推进社区减负负迫在眉睫。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城
市社区190个，其中：东昌府
区62个，临清市15个、高唐县
42个，阳谷县17个，东阿县10
个，茌平县17个，冠县15个，
莘县10个，开发区2个。社区
工作是服务市民的最后一公
里，全市多年来致力于做好
社区服务工作，今年以来还
开展了社区减负工作。

为做好社区减负工作，
今年4月，市民政局牵头，联
合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
等16个部门下发《关于开展
城市社区减负工作的意见》
(聊民发〔2018〕71号)，在确
定社区工作事项、清理组织
机构、规范考核评比、严格印
章使用、提升自治功能和服
务水平及整合信息网络六个
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并重点
强调：要依据社区工作事项
清单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
制度，应当由基层政府履行
的法定职责，不得要求基层
群众性自治组织承担，不得
将社区居委会作为行政执
法、拆迁拆违、环境整治、城
市管理、招商引资等事项的
责任主体；依法需要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协助的工作事
项，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或按照“权随责走”“费
随事转”原则，为社区提供必
要的经费和工作条件。进一
步清理基层政府各职能部门
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和加
挂的各种牌子，精简社区会
议和工作台账，全面清理部
门、单位要求社区出具的各
类证明。实行基层政府统一
对社区工作进行综合考核评
比，各职能部门不再单独组
织考核评比活动，取消对社
区工作的“一票否决”事项。
为便于操作，《意见》制定了
三项清单。一是《社区居委会
工作事项清单》，共11项；二
是《社区协助党委政府开展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项目清
单》，共24项；三是《社区居委
会印章目录清单》，共15项。

社区减负之后，社区回
归本质职能，主要精力应该
放在加强社区居委会服务协
调能力和提升居民自治水平
上。如推进社区议事协商制
度，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社
区服务，组织居民开展自治
活动。

社区减负让社区管理回归本质职能

社区将把主要精力用在为民服务上

减轻社区负担以后，社
区将把主要精力用在为民服
务上。目前聊城正积极探索
社区社工服务方法，依托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等专业社会
组织，通过家庭走访、组织活
动等形式，加强对社区贫困
人口、流动人口和儿童、老人
等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服
务。

聊城城区目前有60多个
社区，平均每个社区有9000
人左右。近年来，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大幅提升，随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人
心，这9000人中，既有不少需
要救助的困难群众，更多的
是有爱心有能力救助他人的

热心居民，但社区内结对帮
扶的却不多。通过社区减负，
社区将有更多的精力组织社
区爱心志愿活动，让本社区内
急需救助的群众与爱心人士
充分对接，困难群众得到救
助，爱心人士心灵得到洗礼，
通过大量的、形式多样的爱心
志愿活动，不断增强社区居民
的归属感、成就感、获得感。

同时，社区志愿活动也
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重要
指标，测评标准明确要求，注
册志愿者人数占城区常住人
口的比例要大于或等于10%，
注册志愿者每年人均参加志
愿服务活动的时间要大于或
等于25个小时。

21日上午的新闻发布会
上，李猷滨还就当前农村社区
建设的重点工作情况进行介
绍。李猷滨说，全市共规划了
582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任务，目前已有410个农村社
区服务中心完成新建或改建
工作，并于今年9月底前完成
全部建设任务。

李猷滨介绍，随着聊城市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基础
设施投入逐年加大，城区各项
功能不断完善，相比城市，农
村在乡村治理机制、公共设
施、环境卫生、文化体育等方
面的差距不断拉大。市委、市
政府深刻认识到群众对城乡
协调发展、对提升乡村公共服
务设施水平的迫切愿望，并作
了大量工作，农村社区建设就
是落实城乡发展一体化、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实践，也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内
容。

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在聊
城6000多个行政村中选取500
多个村落为基点，根据周边经
济、人口等因素，合理确定农
村社区范围，在完善社区组织
体系基础上，通过开展一系列
的建设活动，如开展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开展农村
社区环境综合整治，丰富农村
群众文化生活，提高法制化水
平等，缩小农村社区同城市的
差距，进而以点带面，提高所
有村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李猷滨强调，当前重点开
展的是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
设工作。2017年10月召开的全
市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推进会
议上，部署了农村社区服务中

心建设工作，确定到2018年
底，全市所有农村社区全部建
成面积达标、功能完善、运转
正常的社区服务中心。从去年
开始，在集中居住型农村社区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基础
上，结合分散居住型社区建
设，全市共规划了582处农村
社区服务中心建设任务，目
前，已有410个农村社区服务
中心完成新建或改建工作，其
中有295个服务中心软硬件功
能达标，已投入使用。

李猷滨表示，下一步市民
政局将认真履行协调、指导职
责，加快建设进度，在今年9月
底前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留
出3个月的时间查遗补漏、开
展整改，确保年底前向市委、
市政府，向广大农村群众交一
份合格的答卷。

9月底前聊城将建成582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本报聊城6月24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聊城市人

社局发布通告消息，为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聊城社会
保险信息系统将于2018年6月
29日17：30至2018年7月9日8：
30期间实施切换升级。

在2018年6月29日17：30
至2018年7月9日8：30期间，暂
停企业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
险、居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的所有业务以及失
业保险的参保缴费业务；暂停
所有医保定点医疗机构的系
统结算服务；暂停临清、阳谷、
茌平、高唐的个人医保卡消费

业务。
系统切换升级期间，已办

理联网登记手续需要出院
的，由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挂
账，待新系统上线后在新系
统内进行结算；未办理联网
手续的，由定点医疗机构先
依据病人的有效证件办理就
医手续，新系统上线后再在
结算系统中进行补录；享受
门诊慢性病待遇人员就医购
药的，先由参保人员个人全
额垫付现金，待新系统上线
后15个工作日内凭费用单据
到医疗机构进行报销退费；
临清、阳谷、茌平、高唐参保

职工在定点药店、门诊购药
的，先由参保人员个人全额
垫付现金，新系统上线后15
个工作日内，凭药费发票，回
药店、门诊重新划卡结算退
款，其他县区的个人账户医
保卡可正常使用。

系统切换升级期间，暂停
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联网备案
业务，需转外就医的，请到各
经办机构填表备案，个人自费
结算后持相关材料回当地报
销。承担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结
算的定点医院，暂停异地人员
结算业务，上线后在新系统内
进行结算。

咨询电话：人社服务热
线 ：1 2 3 3 3 ，市 医 保 处 ：
2189177，市社保处：2189201，
市退管办：2189152，市人社局
信息中心：2189211，东昌府区
人社局：6958679，临清市人社
局：7121855，冠县人社局：
2 1 9 7 1 0 0 ，莘 县 人 社 局 ：
7 3 2 2 1 4 8，阳谷县人社局：
6 1 7 3 0 2 1，东阿县人社局：
3 2 7 0 5 6 8，茌平县人社局：
4 2 7 2 1 0 7，高唐县人社局：
3 9 5 1 8 4 0，开发区政工部：
8 5 1 8 2 8 6，高新区政工部：
8 5 0 7 3 6 8，度假区政工部：
7100625。

聊聊城城社社保保信信息息系系统统切切换换升升级级
6月29日至7月9日暂停相关业务

聊城市民政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猷滨介绍社区工作情况。

6月22日，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体育部在东昌府区启明小学开展

“弘扬奥运 你我相伴”活动，志愿

者以奥运吉祥物和奥运邮票向孩子

们讲述奥运会由来，用精美的奥运

长卷向孩子们介绍奥运会运动项

目，随后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例，

向孩子们描绘火炬传递和奥运会比

赛的精彩瞬间，还与孩子们一同绘

制奥运标志，此次活动的举办，增强

了孩子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了孩

子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弘扬

了奥运精神。

本报记者 李军 摄影报道

弘扬奥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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