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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航新征程奋楫正当时
——商南县民政局高质量发展综述

商南县民政局坚持“以民为
本、为民解困”宗旨意识，认真践
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工作理
念，聚焦“关键小事”、解决“民生
大事”，贴心为“民”办实事、阳光
行“政”惠民生，兜底群众“幸福
感”、增强群众“获得感”，通过不
断完善工作机制，不断推进民政
事业高质量发展。

暖心：“三项整改”
让民生保障落实落地

兜底保障，是倾听困难群众心
声、解决困难群众难题的务实举措，更
是守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的最
后一道防线，该局通过“三项整改”，真
真正正让民生保障落实落地。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
来，商南民政部门优化服务机制，大
力推进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基层治
理及慈善事业发展，突出社会救助与
脱贫攻坚政策的有效衔接、优化最基
本的社会服务、深化基层社会治理。
建立健全了社会救助对象的认定、低
收入家庭经济状况核算、困难人员供
养、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救助和临时救
助备用金等制度。社会救助体系不
断健全，“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的社
会救助平台实现全覆盖，社会救助标
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全面
实施。

商南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局聚焦考核评估通报抓整改，聚焦

审计发现问题抓整改，紧扣以案促改
抓问题整改三项措施，有力保障民生
政策落地。不断完善分层分类的社
会救助体系，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做到
应保尽保、不漏一人。

截至目前，该县“三类户”742户
2432人中享受兜底保障政策2101人
（其中低保1546人、困难人员供养34
人、临时救助521人），占比86.4%；认
定低保边缘家庭972户3377人，其中
落实“单人保”874人，占比26.9%。

与此同时，商南县民政局和财
政等部门定期会商，凝聚工作合力，
制定工作方案，全力推进专项治
理。目前已完成全部整改任务。专
项治理“回头看”工作还在深入推进
中，将坚决做到彻底改、改到位。围
绕“五查”“五摆”组织党员领导干部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查摆剖
析，净化政治生态，实现政治生态与
民政工作的双促进、两提高、高契
合。结合“困难群众反映强烈突出问
题整治工作”，推动形成权力运行规
范透明的良好局面，形成靠制度管

权、管事、管人的长效机制。

解忧：“四个加强”
提升社会服务质量

让每一个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老有所医，不仅是子女的义务，也是
全社会的责任。商南县民政局在养老
服务、社会组织管理、殡葬专项治理、隐
患排查工作方面也在不断发力，确保为
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养老服务工作，充分发挥

“五社联动”机制作用，指导镇办对辖
内特困人员开展生活自理能力评估，
确保特困供养人员“平时有人照应、生
病有人看护”。在全市开展敬老院星
级评定工作，该县金丝峡敬老院、湘河
敬老院被商洛市民政局授予“三星级
养老机构”荣誉称号。

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完成社会组织
年检工作，选派专职党建指导员4名进驻
社会组织指导党建工作。培育“双强”示
范点3个、三星级党组织5个、四星级党组
织1个。全县77家社会组织发展乡村振
兴项目10个，受益群众6695人。

加强殡葬专项治理，抓住春节、
清明等重要节点，利用手机短信、广播
等形式宣传殡葬改革，营造“移风易
俗、文明祭祀、绿色清明”的良好氛
围。在全县范围内全面开展“豪华”墓
碑和“大坟头”整治工作。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以“防风险、除
隐患”专项行动为抓手，扎实开展民政
服务机构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县局
科级领导带队进行了7轮督导，查出消
防防汛、食品卫生、疫情防控等方面问
题5个，除一些养老机构消防设施正在
完善外，其余已全部整改到位。

共享：“五大活动”
夯实民生基础

发展为了人民，人民共享成果。
开通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热线，建

立“工作领导小组+镇办儿童督导员+
村儿童主任”关爱保护工作机制，做到
人员底数清、家庭情况明、监护责任
实。构建“政府、社会、家庭”三位一体
关爱未成年人工作格局，形成上下联
动、左右互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守护“一老一小”安全，抓好疫情
防控工作。坚持属地负责原则，落实
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三级包抓责任机
制，紧扣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关爱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特困老人等重
点人群，落实监护责任，确保安全。

实施社区服务质量提升行动，联
合人社部门，调研社区工作者队伍现
状，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
组织专职社工积极参与线上线下职
业技能培训，推进社区减负增效，多措
并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开展地名等民政信息质量建设行动，
积极学习宣传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
主动参与地名文化保护。完成了全县4条
行政区域界线联检，共检查了总长329.16
公里的行政区域界线和20个界桩。

一桩桩民生实事，一项项民生保
障，无一不回应“民生关切”，体现“民生
温度”，成就“民生幸福”。凡所过往，皆
为序章。在商南县委、县政府和上级
民政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2023年商
南县民政局将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
出新步伐。不断完善社会救助、社会
福利体系，强化基本民生保障，抓好基
本民生保障，细化基层社会治理，优化
基本社会服务，牢记为民爱民初心，为
答好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这份新答卷而
不懈努力、勇毅前行！ 闫鹏飞 蘧俏

陕西省气象台 1月 19日 10时
30分发布《重要天气报告》：预计
2023年春节假日期间，前期（1月
21-23日）陕北、关中以晴到多云为
主，21日秦岭山区、陕南部分地方
有雨夹雪或小雪。后期（1月24-27
日）陕北、关中以多云到阴为主，26
日夜间到 27日陕南有一次弱雨雪
天气过程。23日陕北、24日关中和
陕南日平均气温依次下降 4-6℃左
右，伴有 4-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 7
级以上。

具体预报如下：1月21日（除
夕）：陕北晴天转多云，关中阴天间
多云、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雪，秦巴山
区、陕南阴天有小雪或雨夹雪。

1月22日（正月初一）：陕北晴
间多云、关中多云，陕南多云间阴
天。陕北、关中北部有4级偏北风，
阵风可达6级以上。

1 月 23 日（正月初二）：陕
北、关中晴天间多云，陕南阴天
间多云。陕北、关中北部有 4-5
级偏北风，阵风可达 7 级以上。
陕北大部分地方日平均气温下降
4-6℃。

1月24日（正月初三）：陕北、
关中多云转阴天，陕南阴天。秦巴
山区西段局地有小雨（雪）或雨夹
雪，关中、陕南部分地方日平均气温
下降4℃。

1月25日（正月初四）：全省多

云。陕北、关中北部有 4级左右偏
南风。

1月26日（正月初五）：陕北晴
天间多云，关中多云，陕南阴天。陕
南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或雨夹雪。

1月27日（正月初六）：陕北、
关中多云，陕南阴天、部分地方有小
雪或雨夹雪。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1月
21-22日（除夕至初一），关中、陕
南西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3级，局
地 4级，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
扩散和清除，其他地区大气扩散条
件较好，2级；1月 23-25日（初二至
初四），关中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
件 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

和清除无明显影响，陕北、陕南大
气扩散条件较好，2级；1月 26-27
日（初五至初六），关中、陕南西部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 3级，对空气污
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
响，其他地区大气扩散条件较好，
2级。

西安市气象台 19日 13时发布
“春节”专题天气预报：“春节”假日
期间西安市天气整体较为平稳，21
日（除夕）有弱降雪，能见度较低；其
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
波动，城区最高气温3℃～7℃，最低
气温-4℃～-2℃；其中 23-24日有
弱降温，并伴有吹风天气。环境气
象方面，21日、24-26日大气扩散条

件一般，其他时段扩散条件较好。
具体预报如下：20 日：多云转阴
天，-2℃～6℃；21日（除夕）：城区及
各区县平原地区阴天有零星小雪
（0～0.3mm），南部山区有小雪（1～
2mm），夜间有雾，主要降水时段在
14时至 20时，-2℃～3℃；22日（初
一）：阴天转多云，-2℃～7℃；23日
（初二）：晴天间多云，-4℃～5℃，偏
东风 3级，阵风 4～5级；24日（初
三）：晴天转多云，-4℃～4℃，偏东
风 3级，阵风 4～5级；25日（初四）：
多云转阴天，-2℃～6℃；26日（初
五）：多云，-2℃～6℃；27日（初六）：
阴天间多云，-3℃～4℃。

本报记者陶颖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春节假
期，许多人准备带着孩子回老家过
年，探望老人，那么春节期间，如何
保护“一老一小”。我省疾控部门给
出了一些防护建议。

儿童能否远行

尽量不带儿童长途远行，孩
子生病不要带他出行，若出行准
备口罩、免洗手消毒用品或消毒
湿巾 ，了解目的地疫情流行情况，
人员流动情况。人流过于密集的
地方，尽量不去，会增加孩子感染
机会。

在公共交通上，家长个人、孩
子规范佩戴口罩。3岁以下孩子建
议通过减少外出，来加强防护。尽
量避免孩子到处乱摸 ，尤其要杜绝
摸了其他东西后再摸眼、口、鼻的行
为。要尽量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保
持咳嗽、打喷嚏的卫生礼仪 。

外出聚餐，尽量少带和不带低
龄儿童聚餐、聚会 。如果外出聚
餐，尽量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饭店。

假日期间老人的防护

老人走亲访友要量力而行，减
少外出，尤其是避免到人群聚集的

封闭场所，如需外出，佩戴口罩，注
意手卫生，避免直接接触外部环境
物体，勤洗手。但不是完全闭门不
出，老年人退休后在家中是有社交
需求的，长期闭门不出会对身心健
康造成影响。外出时，应佩戴口罩，
注意手卫生，避免直接接触外部环
境物体，勤洗手。

子女探望老人应注意，外地子
女应在“阳康”后再返家探望老人，
子女若与社会面接触较多，则应减
少探望老人次数与时长。子女与
老人交流时，声音不应太小，以免
老人听不清，同时应该用温柔鼓励

的语气和老人沟通。

老人这些症状要留意

若老人有呼吸困难、嗜睡、咳
嗽不止、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应
及时就医，避免病情进一步加重。
准备物资：家中若有老人，应准备
口罩、体温计、退热药、消毒用品、
血氧仪等物资，以备不时之需。生
活习惯：鼓励老人养成休息充分、
锻炼适当、饮食规律有营养的健康
生活习惯。慢性病管理：若老人有
慢性疾病，应帮助老人规律用药，
不要因怕去医院、怕花钱、怕麻烦

等思想而擅自停药。规律作息：老
人在春节期间应放松心情、保证睡
眠、规律饮食、多喝水、多补充维
生素、尽可能避免吸烟饮酒。注
意通风：老人居住的房间应该注
意通风，但是在通风过程中要注
意体感温差变化。建议有条件
时，可将老人转移至另外一个房
间，待通风结束，室内温度恢复后
再返回该房间。继续倡导老年人
接种新冠疫苗。

防疫科普

回家过年 如何保护“一老一小”

春节假期天气如何看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