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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 婧

2018年，奉贤区的社会保障工
作紧紧围绕奉贤人最关心、最切实
的“痛点”。老有所享，全力推进长
护险试点，弱有所求，不断健全完善
社会保障、和谐劳动关系。为老弱
群体发声。以民生为本，织就一张
充满温情的社会保障网，为奉贤区
的发展保驾护航。
老有所享 全力推进长护险试点

“天气好的时候，能在小区里转
一转，晒晒太阳，这在以前都不敢
想”当朱杰仁老人遇上了护理员，他
的生命中照射进了一束阳光。去
年，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正式在
奉贤区开展，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举

措，也是实现共享发展改革成果的
重大民生工程。

原本，“长护险”预计在去年年
底共服务10万人次，截至去年10月
底，全区提供居家长期护理服务
22.8 万人次，完成指标的 228.5%。
区人社局将 10 万居家服务人次合
理分解到各街镇、社区、开发区，建
立部门例会和各街镇、社区、开发区
例会制度，定期交流工作进展。通
过入户、传统媒体、新媒体宣传相结
合的方式，最终让长护险在奉贤“全
面开花”，让更多有需要的老人了解
政策、享受政策。

弱有所助 促进和谐劳动关系
去年11月，经过区劳动保障监

察大队工作人员全力追讨，奉城镇
上海某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38 名员

工终于领回被拖欠27.6万余元的工
资。为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奉贤区
加大恶意欠薪案件查处力度。将劳
动保障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
有效衔接，持续深化多部门在源头
治理、中游把控、末端追讨等环节合
作。先后为137名劳动者追回拖欠
工资共计141.56万元。

同时，随着“奉贤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微信公众平台上线，依托于微
信平台，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网上
申请预约调解、查询调解案件进
程。申请信息实时推送至各相关街
镇、开发区、社区的基层调解组织以
及仲裁业务部门的后台系统，争议
处理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这让原
本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在奉贤工
作更有了“安全感”。

□记者 吴口天

近年来，区卫计委展开了全区
性的社区医护人员急救技能培训及
大比武，通过各层面不断开展的急救
培训，社区急救“渐入佳境”，医护人
员的急救能力不断提升，拯救率更是
直线上升。钱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成功抢救案例，可以说是全区开
展社区全员急救培训取得成效的一
个很好反馈。

增强团队力量
搭好院前急救之桥

不仅仅是钱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记者从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获悉，去年，中心的两个门诊一个病
房一个站点，共处理了大小急救46
起，均得到有效及时处理转诊，无一
起转院前死亡和诊疗纠纷。这让西
渡社区在急救成功方面排在了全区
社区前列。

近年来，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依托社区教学基地的建设发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祝墡珠教授
团队的扶持，致力于培养一支扎根
基层“技能强、业务精”的全科医生
队伍。急救队伍也在不断加强，到
目前为止，中心共有 6 位医护人员
拥有急救证。“除了技能业务上的增

强，中心每季度都会举办一次全员
性的三基三严考核。”中心主任陈海
英介绍，技能考核包括各项医疗技
术操作及急救技能操作。同时，每
月也会进行一次针对薄弱时间、薄
弱地点、薄弱人群的急救演练。

“社区全科医生的急救能力其
实决定着百姓对他们及社区中心的
信任度。”她说，社区要为上级医院
搭好院前急救这座“桥”，社区医护
人员尤其是全科医生，掌握好急救
理论和急救能力，是最基础的，也是
最必须的。陈海英坚信，“只有全科
医师的能力强了，才能坐实签约家
庭医生服务，提升老百姓满意度和
信任度。”

普及急救知识
让百姓知晓“何时拨打120”
“叮叮叮……”伴随着三声急救

铃声响起，这是奉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紧急抢救命令的信号，以中心
主任吴志农和业务顾问于桂萍任组
长的两大急救小组24名人员，只要
上班在岗，均第一时间奔赴门诊底
楼抢救室，根据急救小组成员工作
安排，各司其职，迅速有力出击，结
合不同的急救病例做出相应的急救
方案。虽然在远郊的流量较少，但
在2018年，奉城社区卫生中心共发

生5例急救病例，抢救有效率、及时
率均100%。

除了社区医护人员自身掌握好
急救理论、急救能力，在中心主任吴
志农的心里，最重要的是向更多老
百姓普及急救常识，“目的就是要老
百姓明白什么情况需要急救，什么
时候应该拨打 120，该用什么方法
进行急救等等。”在每个季度定期前
往社区、学校、企业进行健康知识普
及的同时，奉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家医团队也会每月对辖区内的老
百姓进行急救知识的科普。在这几
年不断科普宣传中，企业员工反馈
率较高，“一般碰到割伤类的，都能
够在送到我们社区中心之前就做好
及时的急救包扎处理。”

“实际上，社区医护人员更应该
掌握急救技能，可以在第一时间，社
区居民在突发情况时，给予有效救
治。”区卫计委副主任谢兴潜告诉记
者，“从2017年开始，我们每2年都
会组织全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医护人员，进行急救技能训练比
武竞赛活动。通过比赛训练，进一
步提升我们社区医护人员的急救能
力，让社区居民在急救方面更好的
保障。这不仅仅是社区医护人员的
必修课，行政、后勤也必须学会。”他
也表示，未来一年里，将从急救技能
大比武、急救网格、前期预防三个方
面继续加强社区急救，形成一个全
区的社区急救体系。

社区急救“渐入佳境”
提升急救能力成社区医护人员必修课

1月8日下午，庄行镇杨溇村乡贤举办“辉煌四十年，奋进
新时代”迎新春联欢会。现场挥毫书写对联“春风浩荡辞旧
岁，朝霞绚丽迎新春”“春风送暖百花岁，旭日腾辉万象新”……
一幅幅寓意深刻的春联，表达了对新年的祝福。

（王菊萍/摄影报道）

编者按：前不久，奉贤一女子在午间带1岁女童逛街时，孩子食用
零食时因意外引起异物吸入，而导致呼吸困难、神志不清等状况，女子
随即将孩子送至就近的钱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好在当时的社区
医护人员们用熟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挽救了这名因吸入异物差
点窒息女童的性命。

本报讯 （记者 崔一民） 近
日，区经普办、各街镇、开发区
(公司)进行了四经普单位普查登记
工作问题解答培训，讲解了个体经

营户的抽样方法与填报、数据采集
软件的程序和制度的时间节点等要
求，并交流具体做法及遇到的问
题。

本报讯（记者 崔一民）1月9
日，市工业综合开发区与深圳华强
集团就在开发区内成立华强——上
海科创中心正式签署投资合作协

议。据了解，此次合作，华强将利用
其在动漫文化方面优势，培育和吸
引一批高层次动漫文化技术人员聚
集奉贤，推进奉贤区文化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周 婧）岁末年
初，“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活动已成
为奉贤慈善文化的重要传统和全区
爱心人士的慈善盛会。1月8日，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奉贤举行第25届

“蓝天下的至爱”慈善进校园主题活
动，为奉贤中学带去了与往常不太
一样的主题升旗仪式。

2018 年 9 月，由上海市慈善基
金会·奉贤、团区委和奉贤中学共同
发起“以我之名 传递公益”评选活
动——2018，说出你的慈善箴言。
活动得到在校同学们积极响应，征
集到了200多条慈善箴言。活动当
天，入围30条优秀慈善箴言的获奖
学生一一上台领奖。

升旗仪式上，学校师生们通过

短片一同回顾了发生在校园内的慈
善活动。现场，慈善基金为奉贤中
学家庭困难的受助学生发放3万元
助学金，这笔善款来自一名不愿透
露姓名的奉贤中学老校友，在场的
学生们纷纷为其义举热烈鼓掌。

据了解，奉贤中学也有着一系
列爱心慈善活动的传统。奉贤中学
已有 20 余年历史的爱心义卖活
动，用善款帮助了校内外贫困重病
学生、为云南红河二中、新疆贫困
小学带去奉贤的爱心；87 名学子
成为光荣的志愿者加入中华骨髓
库；每年的寒暑假，奉贤中学学子
的身影活跃在各个志愿服务基地，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奉贤、至诚、
明朗、力行”。

“蓝天下的至爱”活动进校园

经济普查登记解答培训开展

华强集团在奉建立科创中心

□记者 蔡倩雯/文并摄

富有特色的墙体，四个垃圾投
放口……近日，南桥镇集中改造辖
区内垃圾箱房，整洁干净的垃圾箱
房让周边居民称赞连连。

敞开的大门，一只只混装的垃
圾桶……说起垃圾箱房，不少市民
的第一反应是脏乱臭，但走进古华
一村南区，居民的反应则截然相反。

“看上去清爽多了，而且味道也不
大。”居民陈阿姨说道，以前垃圾房的
门都是开着的，里面放着清扫工具，
垃圾桶就横七竖八地摆在外面，“有
时候地上还有垃圾水，经过的时候
还要绕开一点。”居民们纷纷对新改
造的垃圾房给予了不少好评。

在位于古华路曙光路上古华一
村南区内，白色搭配木质纹路的外
墙，看起来格外清爽温馨，墙体上写
着“南桥镇生活垃圾分类箱房”几个
大字。在垃圾箱房靠外的一面分别
由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 4 个分类投放口，取代了原来
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垃圾房左右各
开了一扇门，右边为保洁员使用的
工具间，左侧为垃圾桶进出的装运
门。“有的小区小，
垃圾箱房就小，为
了装运方便，我们
会把较重的湿垃圾
桶放在最靠门的地
方。”南桥镇绿化市
容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有些垃圾箱
房大一点的，就把
垃圾桶进出口开设
在投放口的对面，

更加便于装运。”
“以前扔垃圾都要捂着鼻子，现

在清清爽爽，感觉好了很多。”除了
干净，不少居民还表示，现在扔垃圾
比以往方便了不少。原来，南桥镇
按照每500户一个扫描点设置垃圾
房，最多的在贝港一区共设立了 8
个垃圾投放点，一个“两网融合”点
位，在部分较小的小区，为了便于百
姓投放垃圾和绿色账户积分，南桥
镇将“两网融合”回收站与垃圾箱房
合并在一起，便于居民一边投递湿
垃圾，一边“变卖”可回收垃圾。

“部分小区周边，我们还设立了
智能垃圾回收箱，进一步解决居民
垃圾投递的‘最后一公里’。”该负责
人说道：“同时，我们每天都会有群
欣公司来清运垃圾，保证垃圾箱房
的干净整洁，不让垃圾漫溢出来。”
据介绍，截至 2018 年底，南桥镇共
建成45个“两网融合”回收站（其中
29个已正式投入运行），同时在6个
小区投放了智能回收箱，建成“两网
融合”中转站1个，完成垃圾厢房改
造234个。2019年南桥镇将继续推
进“两网融合”点位建设33个、垃圾
厢房改造126个。

关注老弱群体 织就温暖保障网

南桥镇集中改造垃圾箱房
2018年完成改造234个，建成“两网融合”回收站45个

来自奉贤来自奉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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