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 点B04~05 2018年8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黄珍珍 美编\组版:朱海波

担当作为党员走在前列 龙岗民政新时代争第一

文/图：张帆 李岩 李静

一个支部一座堡垒，一位党员一面旗帜。在龙岗区委、区政府“双年”建设

中，区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导和市民政局指导下，坚定不移

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努力践行

“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在民政工作和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中涌现出一批先

进典型，他们以优良作风和敢担当新作为的品格，推动龙岗民政多项重点工作

取得新进展，得到国家民政部、省民政厅和市委市政府与区委区政府、市民政局

高度好评。今年6月8日，龙岗区委书记张勇为《以实际行动唱响龙岗“民政人

之歌”》作出批示：“龙岗民政新时代争第一”。这既是对全区民政工作的褒奖与

肯定，更是对民政系统广大党员干部的鞭策与激励。累累硕果凝聚的是龙岗民

政人新时代担当作为的勇气与智慧，绽放的是龙岗民政人思想创新的朵朵浪

花。哪里有急、难、重任务，哪里就有民政人的身影，哪里就会涌现感人的事迹，

哪里就会有龙岗民政人的动人风采和积极作为。

2017年 3月，在区委区政府大力支持和
区民政局党组领导下，在全局各科室全力配
合下，区救助站党员干部奔走800公里，仅用
了 1天半时间，就从揭阳接回了 63名异地康
复治疗的救助对象，并进行了妥善安置。在
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

“工作难，服务至上不畏难；条件差，管理水
平不能差”的精神风貌，受到了省民政厅专
项督查组和市民政局领导的高度好评。

为了让救助对象找到真正的家，区救助站
随即开启了寻家和护送回家的大爱大助行
动。该站党支部书记、站长陈爱军先后护送受
助对象前往四川广安、广东河源等地进行交
接，那些惊心动魄的一幕一幕至今历历在目。

2017年 3月 12日-13日，陈爱军和支部
委员彭剑波、胡伟君一起，护送一名离家 20
余年的流浪人员王守云回四川省广安市。
这是一名从市康宁医院出院仅1个月的救助
对象，精神状态很不稳定，甚至会对人暴力
相向。从 12日当天清晨 6点出发，到次日凌
晨 4点完成交接任务，护送小组共换了 4趟
车，用时 20余小时，行程 2000余公里。途中
陈爱军和同事没有一个敢睡觉，因为平安是
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12日当天，护送小组坐高铁晚上11点多
到达重庆，在火车站休息片刻后，立即转乘4
个多小时绿皮火车到达广安市。到达广安
市火车站时已经是 13日凌晨 2点多，陈爱军
等人找了半天才租到一辆破旧的面包车，然
后再经过1个多小时崎岖山路的颠簸才终于
到达广安市救助站。13日凌晨4点30分，在
办好一系列交接手续后，他们不忘从包里掏
出王守云的零钱还给他，更不忘向当地救助
管理人员再次说明王守云的情况，希望能尽
快帮助他脱离困境。在附近宾馆稍作休息
后，当天一大早，他们又赶到广安市民政局
与救助站相关负责人座谈并交换共享信息，

以便今后进行跟踪回访，让王守云得到妥善
安置并过上更好的生活。

“送归流浪者的路途上故事太多太多，
每一次护送都有一段艰苦的经历、一把辛酸
的眼泪和一个感人的故事。”陈爱军说，“每
每想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我都觉得既欣慰又
感动，大家在平凡中坚持，又在坚持中变得
不平凡。”

在护送一名 60多岁的老人回西安的时
候，在途中停站时，稍不留神，老人就不见了，
经过艰苦寻找，才发现是去了厕所。那一次
把大家吓得不轻，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有任何
疏忽，就算坐多久的车都必须有一个人保持
清醒状态。

护送流浪人员回家，除了要保障对方的
安全，也要让其他旅客不受影响。有一次，在
护送一名患有狂躁症的流浪人员途中，救助
站工作人员发现他一直紧盯邻座女乘客，还
有不轨企图。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其拉住，
并调换至两名工作人员之间的座位，一路挽
着他的胳膊，这才安全将其送至目的地。还
有一些救助人员生活不能自理，要一路推着
轮椅，要抬着他们上下楼梯，要跟着进卫生
间帮他们解决个人卫生问题……

区救助站党支部带领党员干部以“点亮
无助者的心灯，救助无助者于困境”的情怀，
通过人文关怀、心理疏导、比对DNA信息库
以及电视媒体信息宣传，将48名无家可归的
救助人员专程护送回家，占全市寻亲总数的
51%，总行程59000多公里，涉及14个省、市，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与助”的使命，受到市
民政局局长廖远飞、区委书记张勇和副区长
尚博英点赞以及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越南籍受助人员杨星经康复治疗恢复
了记忆，他激动地说：“我是一名来自异国他
乡的流浪者，在中国，在深圳龙岗感受到了
地球村大家庭的温暖。”

刘莹，一名身材纤细、笑容可掬的女
子，身上蕴藏了让人意想不到的爆发力。
作为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她党务工作干得
实干得好；作为社会工作科科长，她为亚太
大会保障工作作出突出贡献；作为局办公
室主任，她为局机关规范运作倾注大量心
血。不论在哪个岗位，她都勤勉履职，埋头
苦干，亮点纷呈。

在局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她精益求精
落实管理职能，按照上级纪律要求和局党
组制定的规章制度，在监督检查、有效执行
上动脑筋想办法，促规范、提效能，提升局
机关作风建设。

按局党组思路，刘莹精心打造区民
政局“一所两园一吧”思想阵地建设。

“一所”：即在办好“民政小讲堂”基础
上，进一步办好“民政人·新时代讲习
所”，突出政治理论学习；“两园”：即设
立“民政人·学习园地”、“民政人·微
创新园地”；“一吧”：即设立“党建书
吧”，着力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理论水
平，以增强政治自觉。依托这一阵地，
局领导班子成员和科级干部轮流讲课、
研讨交流心得体会、集中考学赛学，有
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在龙岗民政系统
落地生根、形成生动实践，营造了局机
关“学政治、学业务、增本领、强素
质”浓厚氛围。

好思路、好办法必须有科学理论武
装，必须有政治灵魂激荡。“我们编印专
门《教材》的目的，就在于学思践悟、提升
能力，进一步推动工作。”刘莹落实党组
工作部署执行力强，组织力量编制《民政
人·新时代讲习所教材》上下两卷共 6
本，上卷为《政治理论学习和党建工作
篇》、下卷为《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篇》，

累计 230万余字；与此同时还编制了《民
政工作管理清单》，为促进区民政局政治
理论武装、法规政策业务学习以及推动
民政工作管理服务水平提升，做了大量
艰苦细致的工作，受到党员干部广泛好
评，一些区直部门领导同志还前来学习
取经。

管理水平上来了，工作作风提升
了。对标区委区政府“作风建设提升年”
标准，区民政局以局特色活动为载体，大
兴理论学习、调查研究、实干兴业、改革
创新、廉洁守纪“五种风气”，弘扬“民政
为民、民政爱民”主旋律，用实际行动唱
响龙岗原创“民政人之歌”，受到市民政
局局长廖远飞，区委书记张勇，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龚祖兵及副区长尚博英点
赞和基层群众好评，市民政局还专门发
来表扬信。

其实，早在2017年9月举办的第二十
四届亚太国际社工大会中，刘莹已经让人
刮目相看。她提前进入工作角色，提前谋
划工作，年初就起草拟写了《区会务保障
工作方案》和《区民政局会务保障工作方
案》等各种会务保障方案，列出各项工作
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在筹备大会工作
过程中，面对超负荷的工作量，她主动
加班加点，毫无怨言。据不完全统计，
自担任大会筹备工作以来，她加班约 500
个小时；大会临近的前两个月，没有休过
一天，且每天中午和晚上加班，连续苦干
不休息，在办公室里吃盒饭，从不叫苦叫
累。当家庭利益和工作发生矛盾时，主
动以工作为重，牺牲个人小我……除了
做好会议保障准备工作以外，刘莹还为
深圳龙岗给大会献礼的“四个一”组合
精品、探索社工发展“六大经验”作出了
重要贡献。

钟长春是一名副团职军转干
部，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政治本色，特
别是面对急难险重任务从无怨言，

“勇于担当、能力突出、工作勤勉、作
风过硬”是他给人们的最深印象。

党的十九大期间，面对全区
520名优抚对象、2747名退伍军人
的优抚工作，区民政局在全市率先
广泛开展“开门接访”活动，钟长春
坚持耐心倾听、暖心解说、热心帮
扶，明诉求开心结，提升服务对象
认同感，切实化解“反映诉求难”困
局，高效解决问题，得到优抚对象
的高度好评。区民政局今年接访
38批次、235人次，受理各类诉求46
件，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
市民政局局长廖远飞对此给予高度
评价。

钟长春善于深化党组意图，创
新思路、主动作为，在全市率先创
立 龙 岗 区 退 伍 军 人“ 联 合 党 支
部”，率先成立龙岗老兵义工队，
以党建带动筑堡垒强基础，提升
组织归属感。在全市率先制定落
实优抚对象临时救助措施。区民
政局今年上半年共帮扶 23 人，资
助经费 35 万元，切实为重点优抚
对象解决燃眉之急。去年以来，
共发放优抚补贴 0.86 亿元，办理
实事 23件。在全面落实各项优抚
保障基础上，为 263人次重点优抚
对象解决医疗难、生活难、住房
难、子女上学难等临时困难，发放
困难补助 68万元。

“要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就
如同部队要完成一次次战斗任务一
样，工作有时间节点、有明确安排和

细节要求，落实任务清单化，才能更
快。”今年 2月，钟长春作为优秀科
级干部参与全区第二批土地整备实
践锻炼，主抓平湖街道一级水源保
护区、联运路和西宝路房屋征拆工
作，带领街道 3名工作人员攻坚克
难、苦干巧干，签订拆迁协议16份，
拆除房屋面积 3550平方米，平湖街
道党工委专门向区民政局发来感谢
信，联运路房屋征拆工作受到区委
书记张勇点赞，称赞其“敢啃硬骨
头，会啃硬骨头”。

展示过硬作风、助力征拆工作
是勇担当新作为的体现。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同样道理，钟长春
所获得的成绩也并非一朝一夕之
事。他连续3年公务员年度考核被
党员干部和局党组评定为“优秀”，
按公务员法规定可定为荣立三等
功。龙岗区“民生微实事·大盆菜”
项目大放异彩，受到社区各界赞誉，
钟长春长期在社区科担任科长，付
出了艰辛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在亚太国际社工大会期间，他
负责安保工作。大会召开前夕，钟
长春和同事们连续奋战，连续加班
工作 1个多月，扎实做实大会安全
保卫各项工作。大会召开期间，连
续奋战 5天 5夜，坚守会务安保一
线，甚至在大会结束当晚仍主动提
出留宿坚守，直至最后一名参会嘉
宾安全离开才撤离工作岗位。

近 3年来，他无论在社区科还
是优抚安置科，面对项目资金量大、
社区居委会换届复杂敏感等现实情
况，始终以“铁律”标准严守廉洁底
线，受到区政府的多次嘉奖。

距亚太国际社工大会开幕仅有
3个月的时候，赵丽娜从福利中心主
任岗位调回社会组织管理办公室
（党建办）任主任，负责亚太会议参
访点之一“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中心”
的筹建工作。局党组正是基于用人
所长、“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考虑。赵
丽娜长期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
扶持培育和党建工作，为社会组织
党建探索不懈努力，作出积极贡献。

龙岗区社会组织发展培育中
心集“党建、展示、交流、培育、服
务”于一体，是第 24届亚太地区国
际社工大会的重要参观点。赵丽
娜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组织拍摄
社会组织发展综述宣传片，提炼总
结龙岗区社会组织发展四大特
色。工夫不负有心人，该中心受到
国内外嘉宾的高度好评，其中法务
服务室将法务服务融入社会组织
党建和管理中，产生良好效果，得
到民政部充分认可，副部长宫蒲光
认为“龙岗区设立的社会组织法务
服务工作室属全国创新之举，对社
会组织的依法治理很重要，应该在
全国推广”。

赵丽娜政策理论功底扎实，创
新精神强。她积极参与龙岗区社会
组织党建“1+2”、社会组织评价监管

“1+6”调研工作，推动出台了社会组
织党建“1+2”文件，理顺了社会组织
党建管理机制、培训机制和监管机
制，其中《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转
移和购买服务的党委监管办法》为
全国率先制定，《加强社会组织党的
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为全市率先
出台。同时，积极协助以区府办名

义出台的社会组织评价监督“1+6”
文件，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
服务评价监管制度，加强事前、事
中、事后评价监管。在深入十几个
基层党支部调查研究基础上，反复
论证，认真提炼总结龙岗区社会组
织党建“六大经验”。她牵头推进的

“构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新机制”改
革项目获全区优秀改革项目。

龙岗社会组织党建探索成果赢
得社会各界广泛好评。作为全区

“优秀改革项目”，区社会组织党建
“六大经验”和“1+2”成果，是对新时
代社会组织党建新机制的有益探
索，已产生广泛积极反响，赢得社会
各界好评。《中国社会报》、《南方日
报》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政部、省
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官网等数十
家媒体纷纷予以专题报道。

市民政局局长廖远飞给予点
赞；区委书记张勇给予充分肯定：

“龙岗社会组织党建‘1+2’以问题为
导向，紧跟新时代新要求，改革措施
针对性和操作性较强，有利于促进
全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强化政
治引领，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社会组
织的政治站位，特别是社会组织承
接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的党委
监管机制属于全国创新之举，体现
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区委常
委、组织部长龚祖兵评价：“龙岗社
会组织党建‘六大经验’对加大社会
组织培育力度，加强社会组织党建，
引领其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其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意义重
大”；副区长尚博英给予点赞：“非常
好，既打基础，又抓亮点”。

陈爱军（区救助管理站党支部书记、站长）

帮助48名流浪人员找到家并护送回家
用行动诠释担当作为答卷

刘莹（区民政局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办公室主任）

思路鲜活精明能干
用一专多能谱写担当作为风采

钟长春（区民政局优抚安置科科长、机关党支部组织委员）

“敢啃硬骨头、会啃硬骨头”
用能力魄力铸就担当作为业绩

赵丽娜：社会组织管理（党建）办公室主任

敢闯敢试敢干
用创新成果彰显担当作为品格

陈爱军（左二）护送受助人员到河源救助站。 刘莹精心打造的党建书吧深受职工喜爱。 钟长春（右一）代表局党委接受优抚对象赠送的锦旗。 工作中的赵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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