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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大庙街道全面
启动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工程。
特别是针对硬件设施、卫生环
境、停车管理等重点难点问题，
加大整改力度，使“菜篮子”工
程更加方便化、亲民化。

改造孤山农贸市场。大庙
街道孤山农贸市场建于上世纪
80年代，占地1.3万余平方米，
有200余个经营摊位。由于建
设时间较早，大棚破损严重，立
柱严重锈蚀，地面坑洼不平，下
水道不畅，雨天积水严重，再加
上线路老化，消防设施缺失，农
贸市场整体基础功能薄弱。作
为市政2020年为民办实事项
目，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高度
重视，多次到市场专题调研，并
投资800余万元对孤山农贸市
场进行设计改造。新建2980平
方米钢结构大棚，设140余个摊
台和商户，肉制品、豆制品、蔬
菜、熟食4个区域176个摊位，
各类商品摆放整齐，环境干净
整洁。环境好了，商机来了，不
少来自外地的商人纷纷入驻，孤
山农贸市场又要火了！

大庙街道切实扛起属地责
任，为了提升市场周边环境，优
化居民购物环境，又投资500
余万元对孤山农贸市场配套进
行提升改造，拆除了8000平方
大棚，新建广告牌2000平方，
外立面粉2万平方米，鱼市400
平方米，雨污管网1500米，铺
设沥青路面1.5万平方米。目
前，孤山农贸市场不仅方便了
辖区居民的生活需求，还辐射
了大黄山街道、贾汪区大吴镇
的群众，可满足区域近4万名居
民的“菜篮子”需求。

盘活闲置商业用房。开发

区投资50余万元对侯集农贸市
场进行标准化改造，镶贴墙砖
500平方米，更换电动卷帘门8
套、粉刷1100平方，修复破损
路面150平方米，更换雨棚210
平方米。侯集农贸市场地处街
道商业中心，有着得天独厚的
商业条件，市场二楼3300平方
米闲置多年。街道为满足居民
购物需求，协调侯集市场产权
单位对闲置市场二楼进行整体
招租，招引温州易嘉福连锁超
市入驻，一个现代标准化装潢、
舒适环境的购物超市呈现在群
众面前。该超市主要经营蔬
菜、衣物、调味品、杂粮等品种
近千类，装有方便群众上楼购
物的电梯。大庙街道房亭社区
居民乔兆民说：现在咱到超市
购物，坐上电梯，一点也不比市
里面的超市差。

翻新老旧农贸市场。李庄
农贸市场是2006年李庄村群众
筹集资金建成，总面积约8800
平方米，售货大棚4间面积约
1500平方米，楼板搭建售货平
台约180个。李庄村这个小小
的农贸市场，不仅服务大庙街道
的前坝、后坝、马庄、沟西等村
居，还服务于方圆5公里的村民
约2万余人。该村居民曹荣剑
说：去年以来，市场环境虽然不
好，但是在此经营的商家，一点
也没减少收入。大庙街道为了
改善老百姓生活环境，投资86
万元对李庄村农贸市场重新铺
设路面、重建下水道、增加摊位、
安装照明灯、规划停车位等。据
大庙街道相关负责人席浩介绍，
目前市场大棚、摊位、地坪改造
提升已全部完成，将为群众营造
又一个崭新便利的农贸市场。

1月 1３日 11:00，我是
刘X永，我能接种新冠疫苗
吗？我是山东惠亚船务公司
有限公司船员，现居住在金
龙湖街道，我将去印度。

刘X永，你好！经开区
疾控XXX，明天下午请你带
身份证去城东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接受审核，并接种新冠
疫苗。

1 月 14 日 16:00，刘 X
永到城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接种新冠疫苗。

1 月 15 日 07:00，刘 X
永将乘车离开徐州。

刘 X 永，1969 年 10 月
11日出生，中国研制的新型
冠状病毒疫苗，被免费接种
在刘X永体内，去一个疫情

肆虐的国家，这是一个特别
冷的冬天，但还是赶上这暖
暖的爱。

我是沙XX的家长，我的
孩子将返德国求学，已在上
海接种一剂新冠疫苗了，能
否在经开区再接种一剂？

请你将有关证明材料提
交给XX街道办事处，审核后
等通知后统一接种。

你好，我们是经开区疾
控中心，你的申请已通过审
核，请你们于1月24日携带
有关证件去金山桥卫生服务
中心接种第二剂。

我们是经开区鑫XX企
业的，我们有外国专家，他们
想接种新冠疫苗。

这里外资企业多，出国

人员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
保障健康安全，经开区疾控
中心“CDC”（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迅速行动。

当可以采购新冠疫苗
的时候，经开区疾控创造了

“奇迹”，一上午就将新冠疫
苗款汇给了厂家；当其它单
位正翘首以待，排队等候新
冠疫苗的时候，经开区已经
按照重点人群的接种要求，
对一线医务人员、一线警
察、进口冷链食品的一线工
作人员、赴疫情严重国家的
人员以及其它人员接种新
型冠状病毒疫苗。目前接
种疫苗是防范新冠的重要
手段，经开区“CDC”正在全
速奔跑。

去年以来，开发区着力补
齐基础设施和民生短板，不断
完善社会事业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为民办实事工程进展良好。

据了解，2020年度为民实
事项目共十大类68件，总投资
15.79亿。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导向，以社会建设“十二大体
系”为抓手，包含教育提质工程8
项、富民增收工程3项、社会保
障工程6项、安居宜居工程9项、
健康养老工程8项、便民服务工
程8项、公共交通工程7项、生态
环境工程7项、公共安全工程5
项、文化体育工程7项。其中除
4项延期或暂缓实施外，64件项
目已全部完成当年任务。

筑好就业服务“幸福路”

深入开展企业帮扶，全面
落实各类惠企政策，消除疫情

对就业不利影响，累计为企业
减免社保资金5.9亿元，争取稳
岗补贴1879万元；全力服务企
业复工复产，通过搭建就业服
务平台，为徐工、协鑫、诚意集
团、富港电子等企业招工1万余
人。建立就业创业培训帮扶机
制，累计开展公益招聘会36场，
发布用工岗位2.8万余岗次，服
务求职人数约2.4万。率先在
全省仲裁系统创设“劳动争议
巡回法庭”、劳动法律援助工作
站，依法处理劳动监察投诉举
报和工伤认定，累计为劳动者
挽回各类损失 1290 余万元。
情系退转军人群体，帮扶500
余名退役军人实现就业，74名
就业困难退役老兵纳入就业援
助帮扶，成功创建3个市级退役
军人创业示范基地，6名创业先
进典型获得市级表彰。

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

加大低保救助、临时及特

困人员救助等专项救助力度，
提高农村五保、城市三无、孤儿
及困境儿童的救助标准，大力
实施农村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程。截止目前，面向2410
低保保障对象，发放低保救助
金 1399 万元；实施特困救助
606人，发放救助保障金765万
元；面向67名孤儿及困境儿，发
放救助金116万元；享受残疾人
两项补贴5108人，合计发放救
助金1706万元。

全面推进退役军人服务保
障体系建设，退转军人各类补
助发放落实率及安置率均达
100%；累计为重点优抚对象累
计支付统筹医疗、商业住院医
疗保险金及体检费用100余万
元，全面解决重点优抚对象医
疗困难。社会保障扩面提质，
将扶贫对象全部纳入保障范
围，被征地农民保障政策落实
率100%；大力开展全民扩面参
保宣传，全年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实际参保缴费人
数分别达到2.02万人、16.2万
人。

驶入医养结合“快车道”

全面完成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实现村（居）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全覆盖，累计服务老人
16.3万人次；强化困难老人兜底
保障，提高城市特困老人补贴发
放标准，开展家养养老床位建
设，政府兜底购买居家养老上门
服务；60岁以上老年人口“安康
关爱”意外险参保率82%，稳居
全市第一。强化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医疗康复功能，积极对接周
边较小规模养老机构，提供医疗
康复服务；完成4.8万名60周岁
健康档案建立，为3.7万名65周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免费健康管
理服务，促进居家养老服务和医
疗服务融合。

打造安居宜居“美家园”

加快推进金贝小区、桥南
头社区、刘湾社区、西贺一、二
期等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全方
位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完成
20个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建
设，不断完善社区功能，推进社
区治理。道路绿化、农贸市场
改造、路灯交通提升等工程稳
步推进，显著扮靓城市颜值。
加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的投
入，对徐庄镇22家农村书屋进
行提升，建设上山村文化长廊，
图书馆、文化馆面向社会开放，
村（居）实现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全覆盖，满足群众不断增长的
文化需求。

社会事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办群众之所需，围绕关系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精准发
力，持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
数，奋力书写十四五开年新篇
章。

补短补弱 做实新美“民生账本”
全区2020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取得良好进展

为扎实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
日，大黄山街道坡里社区环保志愿者组织开展环境卫生清洁行动，对社区建设器材、
栏杆、楼道。绿化带等公共设施、区域进行全面保洁。

“CDC”，在行动
部分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疫苗速写

“菜篮子”不再是“旧模样”
大庙街道让农贸市场更亲民更便利

“智慧工地”建设走在前当样板
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智慧工地）观摩会在开发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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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补弱 做实新美“民生账本”
全区2020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取得良好进展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走进百姓
徐庄镇试点推行农村不动产权籍调查和登记发证工作

自主研发 树起行业新标杆
徐工养护同步碎石封层车通过江苏省首台（套）重大装备认定

“菜篮子”不再是“旧模样”
大庙街道让农贸市场更亲民更便利

0303

04

大胆探索走新路 率先出击扛大旗
金龙湖街道高点高标绘制发展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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