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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社会工作 １０ 周年发展论坛
成功举办

禾点点

“红船领航 嘉兴社会工作再扬帆”嘉
盐开幕。本次论坛全面总结嘉兴社会工作

本月底袁嘉兴市公立医院部分医疗
服务价格调整

十年来的发展成绩与经验，研究部署新时

日前，小编从相关部门获悉，１２ 月 ３０

兴市社会工作 １０ 周年发展论坛日前在海

代下社会工作推进思路与目标任务。
论坛上 ，全国社会工作研究宣传基

日起，我市将会调整公立医院部分医疗服
务价格。经对市一院、二院、妇保、中医院

地、全国社会工作公益案例基地、沪嘉社

等公立医院测算，降低和上调的金额均在

会工作行业联盟正式揭牌。同时，还发布

４５００ 万左右。

了嘉兴市社会工作发展十件大事，公布了

其中，
下调 ７１ 项检验项目价格，
平均下

嘉兴十佳优秀社工、十佳优秀机构、优秀

调幅度 １０．４１％；下调 １３ 项大型检查及彩超

社工案例和三社工作制度创新奖。

常规检查项目价格，平均下调幅度 ８．４％。
而

嘉 兴 市 委 社 工 委 自 ２００８ 年成立以

住院诊查费在现行基础上上调了 １０ 元 ／ 床

来，已经走过了整整十个年头，十年来

日，同时提高病理检查 ７０ 项、中医及民族

嘉兴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以

医诊疗类收费 １９６ 项至浙江省现行收费标

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准，
平均调整幅度为 ３０．１３％和 ２６．４９％。

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工作“制度化 、专业
化、职业化、本土化、规范化 ”五 大 体 系

嘉兴启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不动产交易

目前嘉兴全市有近 ４ 万“老赖”
，
办数据显示，

５ 趟，最早的一班动车是早上九点零四分，

其中自然人 ２ 万多名，
企业 １ 万多家。

最晚的一班是 １９ 点 １４ 分，
从嘉兴出发一路

造一幢楼暖一群人袁 嘉兴保洁员有
新家了
１２ 月 １１ 日上午，南湖区新嘉街道物
业公司保洁员宿舍正式投入使用，保洁员
们只需带上行李，就能免费入住新宿舍。
宿舍楼里都是全新的独立房间，每一
个房间都配有独立卫生间，每一层楼都有
公共的厨房，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做饭，目

经过富阳、桐庐、
千岛湖、
黄山等旅游景点集
中的车站，
嘉兴往来黄山从过去的四个半小
时，
时间缩短到两个半小时，嘉兴到千岛湖，
最快一个半小时，
就能到达。
而本次调图，高铁嘉兴南站总共增加
了 １６ 趟列车，停靠车次从目前的 １８７ 趟，
增加到 ２０３ 趟，再创新高，由于车次调整，
不少列车运行时间，将有变化，大家可以
登录 １２３０６ 官网，进行查询。

前已经有 ６０ 多户人家入住。
洁员住宿条件差等现状，实施的一项民生

上班时间要做操了浴嘉兴人袁你收到
通知了吗钥

工程，项目投资约 １０００ 万元，建设历时 １７

近日，嘉兴市工间操骨干培训班在机

据了解，这个项目是南湖区为改善保

个月。宿舍共有 ６ 层，底楼停放保洁车辆，

关网球场开班 ，受训骨干将作为工间操

二到六楼为独立宿舍，可供 １２１ 户家庭入

“传播使者”，把所学内容带回到各自单

住，空调、热水、宽带等设施一应俱全 。据

位，让工间操在嘉兴市本级机关各部门、

了解，员工阅览室、活动室等休闲设施也

直属各单位得以推广。培训由市体育局、

即将投入建设。

市直机关党工委、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共

建设，打造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

近日，市发改委、市法院、市国土资源

门协同、三社联动 ”的社会工作发展“嘉

局和市建委 ４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

有来自嘉兴市本级机关各部门、直属单位

兴模式”。

步落实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不动产交易惩

的 １１０ 余名健身骨干参加。

目前，全市已有 ８０６４ 人获得全国
证，达到常驻人口的 １．７５‰比例，远超国
家提出的到 ２０２０ 年 １‰的目标；有社工
服务机构 １１９５ 家 （其 中 民 办 社 工 机 构
２６０ 家、单位内设社工部 ４３ 家，城乡社区
社工室 ８９２ 家），民办社工机构数在省居
首位，其中 ５ 家机构获评“全国百强服务
机构”；政府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经费
达到 １．６ 亿多元，共开展专业社工服务项
目 ２０００ 多个，直接服务群众 １００ 多万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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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工间操作为一种工作间隙锻

（以下简称《通知》）。
随后，
戒措施的通知》
市发改委（市信用办）召开限制失信被执

炼身体的运动形式，既要让身体通过锻炼

行人不动产交易首次联络员工作会议，确

得到舒展、促进血液流通，从而达到缓解

立了信息共享反馈机制，这标志着我市正
式启动限制失信被执行人不动产交易，今
后我市“老赖”将被限制购买不动产，法院
也将实时监控“老赖”不动产出售、抵押和
变更情况。
《通知》要求，
自 １１ 月 ２６ 日起，
市本级范

疲劳 ，强身健体的目的，又不能受场地的

最美高铁来啦浴嘉兴人马上可以乘

限制，所做动作要能够在空间相对较小的

高铁游千岛湖尧黄山啦

办公室、走廊等室内场所展开。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号零时起，铁路将运行

据介绍，为了让工间操能够真正在各

新的运行图，特别是杭黄高铁将正式投入

个机关单位得到落实，除了通过开设骨干培

运营，大家可以坐着高铁去千岛湖了。

训班进行授课培训外，还通过配置视频播放

围内开始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不动产交易

按照新的列车运行图，１ 月 ５ 号，高铁

器进行视频学习、每天固定时间进行工间 操

限制。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全市范围都将

嘉兴南站将增开 １１ 趟往来黄山北站的动

锻炼等方式进行推广，让各机关单位工作人

实施失信被执行人不动产交易限制。市信用

车，
其中，
开往黄山方向的六趟，返程的动车

员真正实现
“快乐工作 健康生活”
。

大桥镇打造清廉高地 推进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今年以来，南湖区大桥镇党委按照南

任内容与责任追究。为了进一步压实领导

式，认真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和党风

部进行约谈， 对一工作人员给予通报批

湖区委关于建设清廉南湖的重大决策部

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大桥镇党委建立班

廉政相关文件精神，及时了解中央、省委、

评、扣发奖金处理 ，对 １ 名村党组织书记

署，把从严治党作为当打造清廉高地的重

子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定

市委、区委党风廉政建设的总体部署，深

进行约谈告诫 ……针对发生在群众身边

要工程，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构建机制、狠

期报告制度。同时，以开展落实南湖区党

化开展学习党章党规党纪活动。今年以来

的“微腐败”问题，对 ２ 名党员予以党纪

抓落实，营造清政廉洁、干净干事的党务

“两个责任”电子督办平台试
风廉政建设

已开展党纪、党规及制度规范性学习 ４０

立案审查。

政务环境，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

点工作为抓手，实现党政主要领导及班子

余次。

伸。

成员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电子化留痕。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能不能担当起来，

关键在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有没有抓

与此同时 ，完善出台考勤制度、机关

大桥镇还常态化开展巡察工作，坚

工作人员各类假期管理办法、干部员工行

目前，镇班子成员共 １６ 人履责实行电子

持以明责严监管 ，要求机关各部门 、各村

为规范、村（社区）工作人员行为规范等一

化留痕，平台已报送相关记录 １４２ 条次。

（社区）明确岗位职责 ，公开办事流程 ，排

系列制度，规范党员干部日常行为。规范

住。
今年，大桥镇出台了《２０１８ 年大桥镇党

以“加强党性修养，筑牢信念之基”为

查岗位党风廉政风险点，并一一对应制

严格问责事项、程序，制定、完善问责事项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与责

主题，大桥镇在全体干部职工中开展理想

定防控措施。依托信访举报、巡察等途径

移送制度、作风效能责任追究办法、村干

任分工》，各层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信念教育，通过召开中心组学习会、专题

搜集问题线索，持续加大纪律审查力度，

部问责办法，有效解决监督检查与问责追

书》，以责任清单的形式，分层分级明确责

民主生活会 、全体机关干部学习会等形

严肃问责追究。今年以来，对 １ 名科级干

究脱节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