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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又拉

开了帷幕。为切实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

困难群众手中，浦东新区统一部署，精心策

划2018年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确保新区的

困难群众都能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2018年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的各项帮

困措施，将于2月15日前全部落实到位，活

动将牢牢把握“走进社区听民意、深入群众

惠民生”主题，严格落实“广覆盖、少重复、

不遗漏”要求，使好事做得更好，实事做得

更实。

今年的帮困送温暖活动，与以往活动

相比，有四个突出特点：

一是帮扶力度大幅提高。整合政府帮

困措施，大幅提高帮困送温暖标准，市级项

目标准均比去年增加近一倍，新区也相应

调整了部分项目的补助标准，显著增强困

难群众获得感。

二是帮困形式持续优化。进一步坚持

“四个结合”，即突出重点与面上平衡相结

合、现金补助与实物补助相结合、经济帮困

与精神支持相结合、生活帮困与助学、助

医、助业等措施相结合，进一步开展多层

次、多渠道、多形式的帮困活动。

三是走访范围大幅拓宽。根据全市和

新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

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的总体要求，按

照区委整体部署，2018年元旦春节帮困送

温暖活动将紧密结合新区大调研工作，组

织发动街镇、社区、村居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对新区所有低保、享受医疗救助的低收

入困难家庭及特困供养人员等重点困难群

众家庭和对象进行入户走访调查，面对面、

点对点进行访谈，直接了解困难群众需求，

听取意见和建议，详细填写相关调查表格，

为分类帮扶、精准救助打下坚实基础。

四是帮扶机制不断完善。坚持政府制

度性安排托底与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相结

合，在全区面上开展社会救助分类帮扶工

作，通过区域化党建平台，支持引导社会力

量结合自身实际和服务对象需求，开展帮

困活动。同时，充分利用民政社会救助业

务管理系统和其他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数

据，推进困难群众精准建档立卡，合理配置

救助资源，实现精准救助。

“微心愿”活动是航头镇社会救助分

类帮扶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是发挥

区域化党建平台作用，收集、发布区域内

部分低保家庭的微心愿，发动企业、个人

和党员结对认领、帮助实现。

在“微心愿”活动中，涌现了许多感人

的故事。

2017 年 7 月 20 日下午，镇党委委员

沈李锋冒着 40℃的酷暑来到瑞浦嘉苑社

区的史惠珠家。史阿姨是一名老党员，老

伴一年前过世了，孩子在外地工作，再加

上听力障碍，她整天郁郁寡欢。沈李锋为

老人送去了助听器，还为她试戴、介绍使

用说明等。史阿姨戴上助听器后兴奋地

说道：“清楚了，清楚了，现在听得清楚

了。”

梅园村夕阳红巾帼志愿服务队，是由

一群退休的老姐妹组成的。她们一直渴

望有一个健康秤，航东村党员倪莉认领了

这个“微心愿”，并为她们送去了这份礼

物。

2017 年航头镇“微心愿”活动共发

布困难党员群众的微心愿 16 个，已全

部被认领并实现。党员深入基层，走

进低保贫困、孤寡老人等家庭，各尽所

能，切实解决困难群众的各种问题，将

“党员到社区，人人做公益”工作落到

实处。

走进社区听民意 深入群众惠民生
——浦东新区2018年春节帮困送温暖活动拉开序幕

为做好困难企业和职工家庭解困脱

困工作，通过“区总工会、直属工会、企业

工会”三级撬动的形式，区总工会和各直

属工会投入送温暖资金1532.5万元，基层

工会投入送温暖资金1164.7万元，着力开

展春节综合帮扶工作。

走访慰问困难职工

区总工会针对受产业结构调整、企业

转改制等影响的困难职工和受重大病、单

亲、子女读书等影响的生活困难职工，发放

节日生活帮困金，覆盖职工1.7万人；走访

慰问困难劳模、特困职工、退休职工和环

卫、公交、重大工程等坚持生产的职工，弘

扬劳模精神，激发广大职工干事创业热情；

走访慰问困难劳模 700 余人、困难职工

3000余人。

关注坚持在岗职工

针对节日期间坚持生产、保障城市正

常工作的外来建设者，区总工会采用“1个

主会场+N个分会场”的形式举办新春团拜

会，赠送年货、赠送电话卡、赠送助医卡、组

织文艺联欢演出，服务农民工5.4万人次。

服务职工返乡返岗

区总工会开展“农民工平安返乡返

岗”活动，发放农民工平安返乡专车补贴，

开展订购团体火车票服务，安排农民工返

乡返岗专车100辆，服务职工约4600人。

强化节前生产安全

区总工会主动深入劳动密集型工作

现场，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走访企业

23家，覆盖职工4300余人。

2月 2日，区红十字会领导来到塘桥

街道大病特困家庭钱某、顾某家中进行慰

问，面对面倾听困难群众心声。

老钱今年70岁，是名退休工人，曾接

受过多次恶性肿瘤切除手术。尽管他家

庭生活困难，但他积极参加小区志愿服

务、参加慈善联合捐活动等。“在身体还吃

得消的时候，为社区多出一份力，多做一

份贡献”，这是老钱夫妇俩坚持的信念。

区红十字会领导对老钱夫妇的善行表示

赞许，鼓励他们不惧病魔，积极乐观地面

对生活。

66 岁的老顾，患有先天性唐氏综合

症，且双目失明，现与94岁的身患癌症的

母亲相依为命。他们每月医药费用开销

也很高，不堪重负。区红十字会一行的到

来为这个困顿的家庭送来了冬日里的关

爱和温暖。

2 月 2 日，浦东新区妇联兵分三路分

别到泥城镇、书院镇、祝桥镇、沪东街道等

地调研，同时以“娘家人”身份探望生活困

难或患有重病的“女儿”。

区妇联主席陆敏之携办公室主任姚

屹佳、副主任陆静怡、宣传干部周才人

一行到泥城镇开展调研工作。调研组

一行来到公平村困难妇女汤根仙家中，

为身患重症的汤根仙送上慰问和关怀，

并鼓励她要乐观向上、积极面对生活。

他们还到书院镇外灶村就美丽庭院建

设开展实地调研，并看望了低保家庭的

学生陈小青（化名），送上了慰问金和关

怀。

区妇联副主席王丽蓉、家庭儿童权益

部部长胡晓红、副部长蔡藜等一行，赴祝

桥镇走访慰问了重症妇女家庭，鼓励她保

持健康乐观的积极心态，不畏病魔，战胜

疾病，并送上帮困慰问金和暖暖的新年祝

福。

区妇联副主席陆天一一行来到沪东

街道，走访看望了重症困难妇女刘秀英，

详细了解了她的治疗、身体恢复和家庭情

况，并送上慰问金和新年祝福。

春节将至，新区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服

务中心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

求，积极参与以“走进社区听民意、深入群

众惠民生”为主题的新区节日帮困送温暖

活动方案设计，从多方面筹集资金，为新

区帮困送温暖工作增添助力。

中心主要帮扶项目：一是医疗帮扶，

对城乡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成员，通过

民政医疗救助和各种社会帮困后，个人

实际自负医疗费余额进行帮扶。二是对

“支出型贫困”家庭，按其困难程度分别

给予一次性帮扶。三是实物帮扶，对城

乡低保、低收入困难家庭发放节日礼

包。四是按照上海市民互助帮困基金会

统一部署，对新区部分特困家庭给予一

次性节日助困。五是对城乡低保家庭中

年龄在 19 岁到 59 岁且不享受粮油帮困

人员实施投保助保。

2017年，川沙新镇创新思路、挖掘资

源，探索社会救助工作新途径。根据镇

实际情况，社建办联合新镇妇联、团委、

工商联、党建服务中心、宗教组织等部门

和团体，推进五大救助项目，直接受益者

达 600多人，社会反响和评价都不错。

一是“点亮心愿”困难家庭学生微心

愿认领项目。在川沙新镇低保学生中共

征集 196条“微心愿”，通过川沙党建网、

浦东党建网、浦东党建网微信公众号发

布，共有59个党组织、97名党员群众认领

“微心愿”，并把关爱传递给这些低保家庭

孩子们。

二是“阳光微课堂”困难家庭学生学

业辅导项目。依托党建、群团资源，招募

辖区公办学校教师及社会志愿者 32名，

通过“一对一”互联网＋微课堂、假期集中

辅导的方式为32名单亲和困难家庭学生

开展学业辅导。

三是“悦动青春·益起走”项目。由机

关团支部联合本地 8家爱心企业和单位

赞助，根据参与捐赠的走路步数匹配相应

捐款金额。其中第二季活动于2017年12
月 31日结束，累计捐出 100501377步，10
家爱心企业匹配捐赠60300.86元，筹得善

款为川沙新镇200名低保、低收入的老人

送去2018新春慰问。

四是“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因病致贫

家庭精准扶贫项目。通过腾讯乐捐平台、

仁德基金会平台，筹集社会捐赠善款3万

元，为 17户（60人次）因病致贫家庭送去

关爱。

五是“伊利伴我健康成长”为困难家

庭学生每天送牛奶项目。该项目于 2017
年 11月正式启动，由川沙驻地企业伊利

乳业为辖区内99名低保家庭小学生每人

每天送一份牛奶，一年共计3.6万盒牛奶，

累计价值10万元。

1月中旬，沪东新村街道2018年春节

帮困送温暖工作正式启动，覆盖低保、低

收入困难家庭、重残无业人员、特困供养

人员、困难职工、困难老年人、支援外地回

沪人员等对象12434人次，涉及各级帮困

资金5615870元。

截至 2月 12日，补助金、大礼包等慰

问款物陆续发到困难群众手中，确保困难

群众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沪东新村街道帮困送温暖工作主要

有五大举措：

一是高度重视。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研究具体事宜，

制定春节帮困送温暖工作方案并确保经

费充足。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召

集居委书记、民政干部召开动员部署会

议，通报总体安排，说明具体帮困措施。

二是细致摸排。各居委针对生活困

难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摸排，摸清困难群

众底数，重点关注现有政策覆盖不到的和

经过救助仍有突出困难的支出型贫困群

体，全面掌握辖区内困难群众的情况。

三是明确要求。要求各居委确保受

助对象达到一定的覆盖面，提高帮困送温

暖的广度和深度；明确救助和慰问标准，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分类救助，

重点慰问，真正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送到因难群众家中。

四是开展走访。结合大调研、微心

愿、访贫思廉、防寒防冻等工作，在春节前

开展人文关爱大走访活动，街道领导和干

部、区人大代表、居委干部走居入户，深入

了解贫困家庭实际状况，送去慰问和祝

福，倾听民意民愿，改善工作，精准帮扶。

五是创新举措。要求不断改革创新，

推出新的举措，针对困难群体的实际情

况，注重生活帮困与助学助医助业相结

合，现金补助与实物补助相结合，经济帮

困与精神支持相结合，采取送款物、送岗

位、送服务等多种形式，立足于拓展帮困

内涵、形成长效机制，提高帮困活动的成

效。

全面落实春节综合帮扶工作
区总工会

党员到社区 人人做公益

探索社会救助帮扶工作新途径

五大举措帮困送温暖

航头镇

川沙新镇

沪东新村街道

区红十字会

区社区市民综合帮扶服务中心

看望大病特困群众

春节帮困添把力 困难群众得实惠

区妇联

“娘家人”探望生活困难的“女儿”

区总工会举办新春团拜会，为外来建设者送去春节慰问。

（本版文字整理 记者 司春杰）

陆家嘴组织少先队员给军属张贴“光荣人家”的条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