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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心心念念的“小事情”想方设法办实、办好
五年来，长宁区的人大代表们
扎根基层，履职尽责，关注社会发
展，参与城区治理，解决民生问题。
让我们走近区人大新泾组的代表
们，
倾听他们听取民众呼声，为民办
实事的故事。
2019年 7 月 1 日，
《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人大
代表们第一时间前往各地走访调
研。当天上午，区人大代表走访了
新泾镇多个居民区、园区、企业
等。通过加强宣传、广发倡议，推
进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的经验
做法。通过实地查看、座谈等形
式，代表们重点了解各区域的垃
圾 分 类 情 况 以 及 存 在 的 问 题 ，广
泛听取意见建议，回应群众关切
的事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区人大

人大代表开展实地调研

人大代表收集市民建议

新泾组的代表们充分利用自身资
源优势，第一时间带头捐款捐物，
发挥监督职责，以明查暗访等形式

对镇域内居民小区、街面商铺、复
工企业等开展疫情防控措施视察，
同时还推动落实防控措施，主动开

展对复工企业的走访关心，助力有
序复工复产。许多代表在积极参加
社区志愿服务的同时，还不忘广泛

点亮就业梦想
开启奋斗征程
长宁职业指导站亮出就业 成绩单
“

”

措开展“精准化”就业服务。在就业
服务的路上，新泾镇职业指导站秉持
“努力呵护每一个就业梦想”，着力
解决好求职者的烦心事、揪心事，扎
实做好社区长期失业无业青年、高校
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退役军人、残
疾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
“定制”服务工作。

“ 全链条 ” 施策
强化就业磁力场

新泾镇就业指导站
近年来，长宁区新泾镇以深化首
批特色创业型社区、市星级充分就业
社区创建为契机，结合 “双创”及
“两张网”建设，通过增加专业助力，
叠加工作优势，统筹社区资金，着力
推进“创赢新泾”项目落实，全方位
打造长宁特色就业服务 “新泾样
板”。
据悉，
2020 年新泾镇社区总体就
业率达到 98%。面对复杂的经济形
势，这一份来之不易的 “就业成绩
单”，
释放出最大的“民生温度”。

“ 多元化 ” 载体
打好就业服务组合拳
近年来，新泾镇借助数字化发展
机遇，综合镇域属地资源，融合新泾
非遗文化，成功打造了“创赢新泾直

播平台 + 虹桥人才荟沙龙 +X 宁业
SPACE”综合载体，实现了就业创业
交流、
体验、
分享的可视可感。自综合
载体建成以来，新泾镇累计完成社区
失业无业青年职业指导帮扶 62 人，
举办近 100 场就业创业服务活动，共
吸引 3800 余人参与，开展了 20 场线
上就业创业系列直播，在线点击率超
过 7.5 万人次，服务社区 3000 余人
次，综合体的“稳就业”“保就业”服
务效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挥。

“ 精准化 ” 服务
打造就业新生态
为了给社区求职者撑起就业
“保护伞”，帮助他们做到体面就业、
贴心就业、暖心就业，新泾镇职业指
导工作站外链资源，内强服务，多举

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
业，新泾镇紧跟新趋势、新要求，联动
多部门，通过实施青年“就业启航”
计划、
“就业援助月”、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集中行动、
“春风行动”等，开
展“全链条”施策，加大稳就业专项
行动助力，强化稳就业政策落实和社
区就业服务引领。
近年来，新泾镇组织了 50 多名
社区失业无业人员积极参加长宁区
高校毕业生就业线上招聘系列活动，
为充分就业社区建设集聚更多能量，
进一步强化就业磁力场。截至目前，
新泾镇共安置了 208 名就业困难人
员，
为符合条件的 412 名大龄失业人
员申请灵活就业岗位补贴，为 525 名
就业困难人员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
险费补贴，为 3211 人初次核定领取
失业金，为 55 名大龄失业人员办理
延长领取失业保险金，申领率达到
100%。

紧扣需求、精准服务、悉心指导

新泾镇“定制”服务助力高校毕业生“就好业，好创业”

大学生寻岗
9月 27 日上午，新泾镇举办了
2021 年“乐业上海”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集中行动暨长宁区“镇园一体”区
域专场招聘会活动。此次活动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方式。线上借助创赢新泾直
播平台开展 “就业心理疏导服务”课
程，
在线点击量达 5500+ 人次。线下则
开展了“招聘集市”、
“创客集市”、
“专
家问诊”，
提供岗位超过 500 个，
收到简

热闹的创客集市
历 39 份，
吸引了百余名社区求职人员，
其中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的有 26 人，
专
家问诊也有十多名。
“这次活动预告招聘会岗位很
多，薪水待遇也高，所以，今天我就抽
空来看看是否有适合自己的岗位，也
想早点入职嘛。”来自平塘居委的毕
业生小孙告诉工作人员。
“第一次走进社区的创客集市，
发现

我的作品还是蛮受欢迎的，
今天出售了蛮
多了，
下次活动记得通知我，
这样的平台
很接地气。”残疾人创业者高兴地说。
“这次刘博士讲的就业心理疏
导课程很适用，分享的案例让我感受
颇深，鼓励我们进一步增强自我认识
和自我概念。对于我来说，就是：内心
要有阳光，活成自己的小太阳，才能
照亮自己，温暖别人。”来自绿五居
委的大学生小周分享着他的观后感。
下一阶段，新泾镇将趁着数字化
发展浪潮，积极拓展就业渠道，解锁
就业创业服务新方式，全方位推进精
准 就 业“ 定 制 ”服 务 ，落 实“ 稳 就
业”、
“保就业”，
为长期失无业青年、
退役军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保
驾护航，并用实际行动助力高校毕业
生“就好业，
好创业”。

听取群众的意见，通过提出代表建
议等形式，及时对疫情防控工作建
言献策。
新泾镇是长宁区内唯一的镇级
建制单位，全镇辖区面积 11.89 平
方公里，约占长宁区面积的三分之
一，下设 33 个居委会，下辖 120 个
居住小区，实有人口 15.7 万。五年
来，人大代表们认真履职、敢于担
当，帮助群众把心心念念的“小事
情”办实、办好，让群众感受到了
“大温暖”。据不完全统计，五年来，
区人大新泾组代表提出相关意见建
议 85 件，共有 77 人次代表参与接
待群众 281 人次，反映问题 117
个，均得到有效解决或书面答复；
组
织 267 人次区人大代表参加集中
联系社区活动，联系人民群众 5882
人次，
听取各类意见建议 495 条。

华松居民区
垃圾分类 变废为宝魔术秀

10月 11 日上午，
由长宁区公共文化配送中心主办,华松居委协
办的“变废为宝的咒语 —
—— 垃圾分类魔术秀”在华松居委活动室开
展。活动中，
老师给居民们讲解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
通过表演一个个
小魔术生动形象的讲解了哪些垃圾可以重复利用，
并将魔术中用到的
由 500 个牛奶盒制成的 T 恤送给了居民。大家纷纷表示,要多学习,
增强环保意识,平时做好垃圾分类，
养成健康、
文明、
绿色的生活方式。

刘四居民区
防电信诈骗宣传讲座

为了使金菊小区老年人更加提高警惕，防范电信诈骗手段，10
月 15 日，居委会特别邀请招商银行工作人员为金菊小区老年人开
展了一场“防电信诈骗宣传讲座”。讲座上工作人员一一列举了最
新电信诈骗的各种套路和手段，在面对接到类似电话或者短信诈骗
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同时向老年人强调在发
生诈骗后第一时间应该报警。讲座结束后，
社区老人们都觉得通过
今天的宣传讲座知道了很多防范知识，
在以后的生活中要时刻保持
警惕之心，莫贪小便宜，这样骗子就不会有机可趁。

南洋新都居民区
旋转无极球 玩出健康和快乐

为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落实全面健身计划，
10 月 13 日下
午，南洋新都居委会给辖区内的 20 多位居民带来一堂无极球体验课。
本次活动邀请了无极球专业教练，
带领大家进入易入门学习、
快乐有趣
的健康运动新方式。活动中，
教练带领大家做热身运动，
耐心细致地教
授了无极球的动作。大家在自己的座位上，
跟随着教练的动作，
带着无
极球“缠绕转”，
短时间的健身活动，
使大家舒展了身体，
活动了筋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