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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持续推进社会
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市征缴中心全面实施
“全民参保计划”,多措并举、主动出击,全
力推进社会保险参保扩面。截至 7月底,
全市企业在职职工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
数分别达到 36.43 万人、5.69 万人、24.67
万人、32.39 万人, 四项社会保险均提前
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年度目标任务。
以“宣传”引导参保。不定期开展

业务政策和服务水平提升培训, 培训 9
期约 1800 人次,统一了政策口径和业务
经办。创新宣传渠道,通过报纸、门户网
站、发放宣传手册、走访调研等形式广
泛宣传参保缴费政策。通过政务访谈、

《淮北日报》人社专刊、微信公众号、窗
口业务经办、企业调研宣讲、12333 咨询
热线等方式, 将社保降费减负政策第一
时间传送给企业和百姓。开辟 6期“降
低社会保险费率”专栏,在报刊、微信公
众号、网站等发布社会保险政策及信息
110 余篇,赴基层走访 15 余次。编制发
放社保参保缴费常见问题政策解答手
册、业务操作指南等宣传单页约 12 万
份, 努力实现参保政策知晓率和群众满
意度“双提升”。
以“降费”扶持参保。精准贯彻落

实降低社保费率政策, 多次召开专题调
度会和业务培训会, 研究部署降费减负
工作落实措施。及时准确调整设置业务
参数。认真测算和评估,主动开展基层调
研,及时跟踪降费政策落实情况,组织业
务骨干逐一筛查审核全市 3900 多家参

保企业及职工降费政策落实情况。据统
计,本轮降费政策 2019 年 5 月至 7 月已
为我市参保企业减负 2.31 亿元,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费降率减收 2487 万元,
据测算,本轮降费政策从 2019 年 5 月至
12 月将为我市参保企业减负约 6.42 亿
元, 以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引导企业及
职工积极参保。

以“稽核”推进参保。建立健全各
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用
制度堵塞漏洞;采取自查、互查、抽查和
数据核查等方式, 狠抓内部稽核和经办
风险防控。在 2019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
基数申报核定工作中,注重稽核环节,市
本级参保单位书面稽核率达 100%。强
化稽核监督, 开展人力资源机构参保缴
费情况专项稽核活动,共稽核 21 家单位
1.14 万人次, 各级征缴经办机构认真受

理处理群众参保缴费方面的诉求, 扎实
开展举报稽核活动。通过强化稽核,进一
步规范了用人单位参保缴费行为。

以“服务”提升参保。严格贯彻执
行“三个全面取消”,细抓业务经办流程
再造,进一步梳理业务职能,理清了主要
业务项目,拟制了业务流程,简化了办事
程序。推进“互联网+”,市本级 306家机
关事业单位主要业务实行了网上申报受
理。贯彻“多证合一”和“放管服”改革,
强化经办服务,提高经办能力,严格按照
规定办理职工社会保险登记。截至 6月
底, 全民参保登记系统已入库人数
215.99 万人。稳妥做好人员转隶衔接和
关系转移接续。及时顺畅办理社保转移
接续 2613 人次,退役军人社保转移接续
233人次,归集退役军人机关事业单位养
老保险和职业年金补助 355.45 万元。

本报讯 “七五”普法开展以
来, 我市积极探索构建普法新途
径、新方法、新阵地,创建“一网一
抖两微”新媒体矩阵,不断扩大法
治宣传教育工作覆盖面。

8月 16 日,“法治淮北”官方
抖音号正式上线。市法宣办以市
电视台新媒体中心为制作团队,以
省级法治文化示范基地为拍摄背
景,邀请法治宣传教育志愿者现场
讲解,拍摄的第一条普法抖音视频
《淮北隋唐运河古镇》, 视频风格
轻松、活泼,推出后受到网友欢迎,
24 小时内新增粉丝近 1000 人,成
功拓展了普法新阵地。

淮北普法网、“法韵淮北”官
方微博每个工作日更新, 内容涵盖
司法行政动态、以案释法、时事热
点、公共法律服务信息等,并围绕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部署,统筹发布
涉及法治宣传、文明创建、民生工
程等信息。同时,以“法韵淮北”微
信公众号为载体, 发布普法动态新
闻,提高群众法治意识,办好“宪法
知识竞赛”“学法领红包”等活动,
累计参加人数达 5万人次。

依托“法在身边”微信塔群,
成功打造各级普法阵地,发布普法
信息、交流普法工作经验。全市目
前已创建普法工作微信塔群 426
个,每日大量推送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法律小知识,内容涉及食品
药品安全风险、防范民间借贷、非
法集资和电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问
题,真正实现“指尖普法”。

创建新媒体矩阵

市司法局开辟普法新阵地

本报讯 8 月 19 日是第二届
中国医师节，为大力弘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营造全
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杜集区
卫生健康系统开展多种形式的庆
祝活动。

区卫生健康系统向广大医务工
作者发出倡议，倡导全区医务工作者

以实际行动宣传健康知识、倡导健康
生活、热衷健康事业，关心疾病患者，
积极投身卫生健康事业。各医疗机构
组织医务人员积极开展义诊宣传活
动，增强全社会对“中国医师节”知
晓度、关注度。开展优秀医师评选，
经过院内推荐、公示、区卫健委研究
等环节评选出9名“优秀医师”并
进行表彰。此外，举办医疗技术展
演、举行医师宣誓仪式，激发广大医
师忠于职守、救死扶伤的工作热情。

杜集区多种形式
庆祝中国医师节

本报讯 近日，机厂社区组织
退役军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活动。

活动中，退役军人们回顾了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光辉奋斗历程，饱含深情地“细说
当兵的那些事”，用大合唱《咱当
兵的人》回顾那段激情燃烧的岁
月。社区给退役军人送上毛巾、肥
皂、花露水等用品，给 3 名伤残退
伍老兵送上了米面油等慰问品。

退役军人们表示，在今后工
作中，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葆军人本色，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忠于党、忠于人民，以更加高
昂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在平
凡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机厂社区组织退役军人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日，由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牵头负责、省地矿局 325
队具体实施的 2019 年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完成了全面动员、内部培训
等前期准备工作，为下一步“拉网
式”排查奠定了基础。

据了解，本次地质灾害隐患排
查将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
留死角”的要求，对全市范围内潜

在的隐患点、农村村民切坡建房、
矿山地质灾害及其他人类工作引
发的地质灾害进行全方位的排查，
并分等级、分类别地实施整治，以
确保全市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为圆满完成排查任务，保证工
作进度和排查质量，325 队抽调精
干专业技术人员，按照一县三区的
行政区域划分成两个排查组，并有
针对性地对参与人员进行了地灾
隐患排查专业技术培训。

全市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完成前期准备工作

宣传引导 降费扶持 稽核推进 服务提升

我市四项举措推进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

本报讯 聚焦企业发展实情，合市
场监管之力精准施策；聚焦非公企业党
建，合党员先锋之力引领发展；聚焦企
业发展难题，合政府助企之力纾困解
难。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
随机抽取部分企业，通过“三聚焦三合
力”走访调研，摸实情、谋良策、助发展，

持续创优“四最”营商环境。
据了解，此次走访调研市市场监管

局随机抽取全市范围内民营企业 19
户，其中濉溪县 3 户、相山区 6 户、杜集
区 4户、烈山区 3户、市经济开发区 3
户；涉及药品销售、设备销售、钢材加工
及食品生产、销售等行业；其中 2018 年
度纳税超过 1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1
户。通过座谈、查看生产经营现场、填写
《调研登记表》等形式详细了解企业经
营情况，实现一次走访全面掌握。随后，
该局出台《推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意
见》，从做实民营企业市场准入便利化
等五个方面，细化了 29 条举措，具体到

责任科室，切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此次被调研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

11 家，正在筹建的 1 家，另外 7 家因党
员人数达不到成立党支部要求，通过联
建的方式加入了相关党组织。市市场监
管局在民营企业党员亮身份、亮承诺、
亮形象以及守法诚信经营、提升服务质
量等方面与企业进行交流，找准党建工
作与企业发展“共振区”和“关键点”，
引导企业党员在岗位上建功立业。企业
也表示，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相
结合，为企业发展培养一批爱党敬业的
领头人，通过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把党
建优势转化为企业优势。

此外，走访调研共收集到 8 家企业
反映的 13 个问题，目前已办结 2个。企
业反映问题主要集中在用工需求及政
策咨询方面，走访人员已梳理、汇总成
问题清单。属于市场监管部门的转交相
关科室、县区市场局办理；属于市直相
关部门解决的，及时联系协调解决；需
要市政府协调解决的，报至市“四送一
服”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时，积极做
好市“四送一服”领导小组转办的企业
相关问题的办理。结合此次走访调研，
市市场监管局将出台领导干部联系服
务民营企业具体方案，将服务企业发展
工作做细、做实。

市市场监管局开展专题走访调研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8月16日，杜集区段园镇大庄村尖庄自然村果农胡孝新与家人采摘苹果梨。

据悉，胡孝新先后流转土地50多亩，种植苹果梨、黄冠梨、本地酥梨，以及优质葡萄，通过水果种植实现了增收致富梦。近日，他

家的苹果梨进入成熟期，看着树上硕果累累的果实，胡孝新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喜摘致富果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徐敬操

■记者 傅天一 通讯员 丁艳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刘锋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胡敏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王丹 黄敏

■记者 邹晨光 通讯员 吴增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