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基
础。社会发展局不断完善人才引育和
激励政策，以高技能人才培养为重点，
加大政策支持、突出赛事引领、推进企
业新型学徒制……一系列活动和举措
下，进一步优化了人才服务，积极招引
培育“三高（高层次、高学历、高技能）”
人才，为新区产业高质量提供了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

据了解，截至2019年11月底，新
区新增市级高层次人才172名，其中B
类人才8人、C类人才10人、D类56人、
E类137人；新增应届高学历毕业生
5004人，新增“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
才（拔尖人才）3名，完成职业技能培训
8600人次……在一系列人才培育体系
下，新区各行业的人才在梯队建设中不
断发挥其强大的高端引领作用。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助力高质量发展

20192019年杭州市区域性电工年杭州市区域性电工、、钳工职业技能大赛钳工职业技能大赛

“小傅啊，我最近腰总是酸。”“好，
阿姨我给您揉揉。”乐意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的傅芸常常和自己的社工同伴们
走进村社区，为老人们按摩，陪他们聊
聊天，赢得了老人们的信任。

在新区，像乐意居家养老这样的基
层社会组织有不少，养老、环保、文体
……种类不一而足，活动形式也各有千
秋。为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在基层治
理方面发挥的作用，社会发展局坚持党
建引领，着力深化社会组织培育，专门
出台《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办法》，引导社
会组织积极参与公益创投活动，提升基
层治理能力。

不仅如此，2019年以来，在社会发
展局的指导下，下沙街道柠檬社区和白
杨街道江潮社区打造第四批市级国际

化示范社区，下沙街道下沙社区、河庄
街道围中村和义蓬街道新庙前村顺利
完成“撤村建居”和“田园社区”示范型
创建验收工作等，社区管理和服务职能
得到进一步完善。“联合工作站”模式的
推广应用，更为百姓办事提供更多便
利。

提升基层治理建设 共建和谐社会

下沙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下沙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社会
发展局在改革路上深化“最多跑一
次”，活用“互联网+监管”等数字化手
段，积极推进“婚育户一件事”“军人退
役一件事”“扶残助残一件事”“殡葬一
件事”“人才安居乐业一件事”等公民
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改革工作，让人
民群众收获更多改革获得感。

在这一基础上，“互联网+养老”、
优抚对象医疗报销“一站式”结算、“社
银合作便民工程”等工作全面推进，社
会发展局充分发挥大部制优势，从细
微处着手，统筹医保、残联、帮扶等关
联度，主动为老年人、“低保”“低边”等
弱势群体带去实打实的优惠，让弱势
群体跑“零”次，实现社保银行办，让老

百姓走下楼梯就能办业务。
在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该局

注重综合考虑各类人群需要。在这一
理念支持下，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院更是创造性地设立夜间仲裁庭，突
破常规开庭时间，及时化解劳资矛盾，
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深化最多跑一次 解决关键小事

服务进企业服务进企业

大事记
20192019年年66月月22日日
20192019浙江大湾区自行车公开浙江大湾区自行车公开
赛杭州钱塘新区站赛杭州钱塘新区站
20192019年年77月月--1010月月
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开展庆祝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
““7070人人7070幅幅7070场场””主题活动主题活动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
新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新区残疾人联合会第一次代
表大会表大会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525日日
““砥砺奋进砥砺奋进··职求卓越职求卓越””新区首新区首
届人力资源峰会届人力资源峰会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727日日
20192019杭州国际女子半程马拉杭州国际女子半程马拉
松开跑松开跑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2828日日
钱塘新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成钱塘新区社会组织综合党委成
立仪式暨社会组织公益嘉年华立仪式暨社会组织公益嘉年华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
新区企业新区企业““新型学徒制新型学徒制””正式正式
启动启动
20192019年年1111月月2626日日
20192019年度退役军人返乡欢迎年度退役军人返乡欢迎
仪式暨专场招聘会仪式暨专场招聘会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1313日日
钱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协会钱塘新区人力资源服务协会
正式成立正式成立
20192019年年1212月月2727日日
群众文化示范团队展演群众文化示范团队展演

……

“用工难”“找工作难”一度是企业
和劳动者们的难题。为了破解难题，社
会发展局创新工作方法，探索招聘途
径，深化“政策引领”，积极搭建企业和
劳动者之间互通有无的桥梁，大大促进
了新区就业，让企业“招工难”迎刃而
解，为优质营商环境的打造再加码。

社会发展局依托重点企业用工动
态监测机制，摸清企业用工需求，并在此
基础上，积极组织各类招聘活动，着力破
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赴外省组织
开展扶贫、赴外专场活动，积极盘活校企
人力资源，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
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重点高等院校开展
智能制造专场招聘会。全年组织招聘会

42场次，提供岗位参会单位超过1000
家次，提供岗位27500个。此外，社会发
展局也开展了困难企业社保返还、稳岗
企业申报等工作。据了解，2019年累计
受理社保返还企业1125家，返还社保费
超5.7亿元，惠及职工10余万人。

破题企业“招工难”优化营商环境

专场招聘活动专场招聘活动

新区新成立，如何促进两地民
生事业融合发展，社会发展局聚焦
谋篇开局，筑牢思想基础。“以‘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
我们举办了多次专题读书会、中心
组理论学习和专题党课。”社会发展
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此基础上，
加速融合步伐，围绕企业和群众反
映的热点难点，及时研究反馈问题
近200个。

党建引领下，工作效率不断提升，
新区社会发展局党总支第一时间成
立，下设6个支部，选优配强支部班
子，确保党的工作在严密的组织体系
下运行，并对各类具体工作开展思想

指导。正是在这样的强化下，各项工
作、组织“能融则融、应融尽融”，及时
将制度建设和民生政策兑现、干部队
伍监管等有效结合，指导性地进行社
会事业发展行动谋划，为下一阶段的
融合发展绘好图、铺好路。

以主题教育为抓手 加速融合发展

主题党日活动主题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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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老人腿不好，康复站的同志
帮了我们家大忙。”家住多蓝水岸社区
的王阿姨一家人对社区残疾人康复站
和新区社会发展局的服务赞不绝口。
实现全面小康，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
社会发展局组织成立新区残联，把理念
践行到了对残疾人群体的点滴服务中，
赢得了不少像王阿姨这样的赞不绝口。

“助明、助听、助行”行动的实施，
充分发挥了康复站、康复中心等基层
残疾人帮扶作用，如今残疾人康复服
务率达96%。2019年，新区残疾人社
保补贴覆盖率达99.16%，残疾人基本
养老参保比例达99.97%，医疗保险参
保比例达99.43%，意外伤害保险实现
全覆盖。实现高覆盖率的同时，随着
残疾人小康工程的不断深化，残疾人

权益保障制度不断健全，完成无障碍
进家庭改造105户。越来越多残疾人
愿意走出去就业创业，2019年新区残
疾人新增培训203名，创办辅助性就业
机构4家……一切行动都为残疾人融
入社会创造了条件，为他们共享阳光
生活提供了保障。

帮扶残疾人群体 让温暖深入人心

新区召开全区残疾人工作会议新区召开全区残疾人工作会议

“村里和街道帮我们申请了低保，
谢谢社会对我们的关心。”陈大爷一家
是低保户，老两口体弱多病，孩子身有
残疾，生活一度没有收入来源。相关部
门了解情况后，不仅帮忙申请了低保补
助，逢年过节也常走动慰问，让陈大爷
感受到浓浓的温情和对生活的信心。
这样的温馨关系在新区还有很多。

据统计，截至2019年11月底，新区
累计发放低保资金近3000万元，特困救
助资金94.93万元，临时救助资金62.32
万元……社会发展局不断强化扶贫攻坚
工作，发挥社会救助的兜底保障工作，落
实低保减退机制。牵头组织规资、财政、

街道等部门及时研究出台《新区被征地
人员社会保障工作实施意见》，全年各类
养老医疗保险补助逾亿元。

不仅是社会救助兜底，新区还积极

深化退休保障。现有165家机关事业单
位（包括一家改制企业）已全部纳入省平
台，纳入辖区社会化管理企业退休人员
4.3万人，全年区配套节日慰问等服务经
费两千万元。助力全社会脱贫攻坚，社
会发展局更积极参与了对口帮扶工作，
与贵州省麻江县、凯里市等地进行形式
多样的结对帮扶，用真情传递温暖，让新
区发展成果与社会共享。

聚焦兜底民生 让幸福生活有保障

暖心服务进家门暖心服务进家门

“以后这样的演出要多来。”在“七
十年七十场”活动中，几乎每一场送戏、
送电影结束后，总有村民拉着社会发展
局的工作人员这样说。2019年，围绕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一核心主题，全面
开展三个“七十”系列活动：与党群工作
部一起策划组织“七十年七十人”集中
宣传活动，编印《拓荒留痕——钱塘新
区“70年70人”报告文学集》；顺利举办

“七十年七十幅”摄影大赛、书画大赛；
全面开展“七十年七十场”活动，组织各
类群众文化活动超过七十场，极大地丰

富了新区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
不仅是系列文化活动，社会发展局

更在点点滴滴中把文化生活融入到了
每个人身边：新区第一届全民艺术普及
培训班在原有开发区文化馆的基础上，
增设河庄、义蓬、新湾、临江、前进街道
五处服务点；通过民意调查，开设舞蹈、
器乐、形体、书画等28个培训班，让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文化大餐；深入
开展群众文化示范团队评选和展示活
动、送万册图书进基层等文化惠民活
动；完成新区村（社区）公共文化场所 WiFi全覆盖维护工作。

文化惠民精彩多 丰富百姓精神世界

新区新区20192019年度退役士兵返乡欢迎年度退役士兵返乡欢迎
仪式暨专场招聘会仪式暨专场招聘会

当前，新区已建成1个退役军人服
务中心、7个街道、105个村（社区）退役
军人服务站，实现了退役军人三级服务
机构网络全覆盖，形成了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不仅如此，为实现退役军人“后路”
无忧，社会发展局为退役军人做了全面
的安置保障工作。全年发放重点优抚
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573万元，退伍军
人军龄补贴和生活补助357.51万元；为
辖区内58名重点优抚对象发放医疗补

助金10万元。“以退役士兵返乡欢迎仪
式暨专场招聘会为代表，我们拓宽了多
种就业创业途径，同时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等，让军人、军属收获幸福。”社会发
展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在全社会营造起尊崇军人的浓
厚氛围，社会发展局还组织评选退役军人
每月一星，推荐市级最美退役军人，推进
光荣牌悬挂工作，组织部分退役军人重返
军营重温军旅生活……让退役军人更有
荣誉感、成就感，让全社会形成双拥氛围。

关注退役军人 让尊崇与关爱传递

《《拓荒留痕拓荒留痕———钱塘新区—钱塘新区““7070年年7070
人人””报告文学集报告文学集》》采访口述者采访口述者

2019浙江大湾区自行车公开赛，作
为新区整合后的第一场大型赛事，以比
赛为窗口赢得了社会对新区的注目；
2019年杭州国际女子马拉松参赛者们
化成粉色的浪潮，与钱塘潮水奔竞；新
区毅行大会上的钱塘人把初心与使命
化作前进的动力，行在脚下……

品牌赛事一场接着一场，完美展现
了新区的城市风光、人文景观和时代风
采，提升杭州钱塘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与此同时，每一场赛事都广泛动员

了新区百姓，极大丰富了市民体育生活。
2019全国体育公开赛暨新区第六

届操舞大赛，市体彩杯射箭比赛，省自
由式轮滑积分联赛，新区青少年跆拳道
公开赛，新区篮球、羽毛球、乒乓球联赛
……一连串大型群众性体育活动，动员
了400余支队伍20000余名居民参加，

“全民健身”正逐渐成为新区百姓的生
活习惯。随着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体育配套设施建设的推进、体育运动人
才的培养，新区正不断打造体育特色品 牌，迎接亚运会的到来。

体育赛事亮名片 营造全民健身氛围

20192019年杭州国际女子马拉松年杭州国际女子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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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郁佳炜 通讯员周嵩楠

一场场就业招聘会不仅在人才市场发挥着大作用，也走进了高校走进外省，为新区广引人才；一次次体
贴细心的照顾，让老年人、残疾人、低保、低边和农民工等弱势人群感受到了关爱与温暖，为他们在内心打开
了一扇迎接阳光的窗；一场场文化体育盛宴，大大满足了新区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次次指导检
查，为新区文化市场健康发展和劳动市场稳定有序提供贴心保障……新区成立近一年来，社会发展局加速
融合，围绕百姓民生关键小事，做好社会发展大文章，不断取得民生工作新突破，亮点频频，着力提升百姓幸
福感、获得感，为新区高质量发展做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