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山发展也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同样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说：对广东而言，流动人

口多是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并强调广东要包括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四个走在全国前列。省委书记李希在视察

中山时也专门提到要进一步拓展外来人口融入社区的途径和方式。因此，做好流动人口工作对于中山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

年来，中山市流动人口办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创新流动人口的工作机制，积极探索优化流动人口激励机制，促进新老中山人

融合，让流动人员“留”下来。 谢子亮 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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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服务 重激励 让流动人口“留”下来
中山市流动人口办积极探索优化流动人口激励机制，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中山市流动人
口办作为我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部
门，落实十九大精神的最好实践，就
是坚持以流动人口为中心，将满足

和实现新中山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和向往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今年以来，市流动人口办把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和省委李希书记对中山提出的

“三个定位”要求作为头等大事和首

要政治任务。
以东升镇流动人口办为例，为更

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东升
镇于今年组建了流动人口志愿者（义
工）服务队，鼓励流动党员团员和“同
是中山建设者”百佳异地务工人员踊
跃参与志愿活动，协助开展流动人口
和出租屋服务管理政策宣传和业务
咨询活动。通过举办多项活动和共同

学习分享会，让流动人口能够感受到
在东升、在中山能够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不断提升流动人员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帮助流动
人员更好地融入东升、融入中山，打
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进
一步加快形成社会治理人人参与、人
人尽责的良好局面。

以党建引领流动人口工作上新台阶

为加强我市的流动人口相关政
策更好地落到实处，且方便更多的
流动人口在中山安居乐业，中山市
流动人口办在实际工作中采取多种
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流动人口的权
益，营造一个更和善友好、有利于流
动人口融入本地的城市环境。

为了方便流动人口办理相关
业务，我市还对中山市流动人口和
出租屋综合管理信息系统的居住

证受理模块进行升级改造，并利用
“互联网+”技术，打造“新中山人”
微信公众号自助申报平台，流动人
员可通过微信公众号自助办理居
住登记业务，大大提高了便民性。
据介绍，目前，居住证持有人可以
在中山享有以下基本公共服务和
便利：1、申请积分入学入住公租
房；2、办理港澳台通行证、护照等
出入境业务；3、申领机动车驾驶

证；4、申请机动车登记；5、办理十
六周岁以下流动儿童随行卡，子女
可享受教育、卫生免疫服务；6、60
岁以上老人可申请免费公交卡；7、
异地换领身份证；8、子女申请参加
异地中考和高考；9、连续三年居住
证、连续三年社保并且有房产的，
可申请入户中山；等等。据统计，
2016 年以来，我市共发放居住证
134.6万张，目前，全市居住证有效

持证数为106.3万余张。
2017年，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

织参与社会治理，协助开展新中山
人服务管理工作，市流动人口办积
极探索发展培育异地商会（行业协
会）新中山人服务中心，为新中山
人提供居住证服务、房屋租赁服
务、积分制服务、劳动就业服务、法
律援助服务、帮扶救困服务和信息
沟通服务。

我市牢固树立“共建共治共
享”理念，自 2010年以来，根据“总
量控制、统筹兼顾、分类管理、分区
排名”的原则，连续第 9年开展流
动人员积分制工作。截至 2017年
共给予了 27515 名流动人员入户

资格，包括随迁、投靠，全市可解决
近 7万名流动人员的入户问题，给
予 91543 名流动人员子女入读公
办中小学一年级待遇，给予 839名
流动人员入住公租房待遇。

2007年以来，市流动人口办联

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
工会，以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促进社会融合为目标，深入
开展“同是中山建设者”百佳异地
务工人员推选活动。11年来，我市
已经推选出 1098名优秀的异地务

工人员，并对这些务工人员给予入
户中山、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申请
入住保障房资格，引导异地务工人
员爱岗敬业、锐意进取、默默奉献、
服务社会，增强其城市归属感，形
成积极向上的社会风尚。

为加强流动人口的主人翁
意识，加快新老中山人融合，切
实推动流动人口参与到中山的
城市建设历史进程，提升其获得
感和幸福感，把根“留”在中山，
我市通过搭建多个社会治理平
台，让流动人口更好地参与到社
会治理中。通过提供各种参与社
会治理的平台和方式，增强流动
人口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也
帮助流动人口加快融入本地生
活，推动新老中山人融合工作更
快更好发展。

2012 年以来，为进一步促
进社会融合，推动平安中山创建
工作，市流动人口办不断创新举
措，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
在流动人口中聘请兼职联络员，
广泛收集涉及流动人口的矛盾
隐患、合理诉求及意见建议等前
沿信息，探索建立流动人口前沿
信息工作模式，组建了一支主要
由企业、出租物业管理人员，企

业一线员工及居住出租屋内的
流动人员构成的兼职联络员队
伍。目前，队伍人数达 800多人，
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共收集前沿
信息 102533 条，其中有重要价
值信息 75016条。据介绍，前沿
信息工作模式的推行，建立了全
方位的信息快速收集网络，完善
了多层次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机制，构建了新型的社会风险预
警机制，实现了由注重“事后控
制”的静态维稳向注重“源头治
理”的动态维稳转变。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拓展流
动人员积分制管理工作的广度
和深度，2014年起，市流动人口
办在全市推行实施企业积分制
联络员工作制度。同年，为积极
响应我市创建“全国禁毒工作示
范市”的号召，市流动人口办积
极组建“新中山人”禁毒宣传志
愿者服务队，目前全市登记在册
志愿者共3.18万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市
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上取得了
突出成绩，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
进步发展，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也
涌现了不少新的问题。面对挑战
和问题，市流动人口办主动作
为，积极化解问题，按照 2018年
中山市《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积
极探索“优化流动人口激励机
制”。“我们希望通过创新社会治
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优
化服务流程，增加服务供给，不

断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集聚高素质、高技能人力资源，
为城市转型升级服务。”市流动
人口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介绍，我市将不断按照常
住人口配置教育、医疗、交通、文
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资源，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不断提高综合承载能力，建立常
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不断为流动人口提供一个更加
宜居的城市环境。

优化服务举措 打造安居乐业新环境

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增强新中山人获得感

搭建社会治理平台
增强新中山人归属感

优化流动人口激励机制
让“流动”变“留下”

B15

核
心
提
示

以爱之名，唱响爱的旋律

一位交警感慨地说：建设银行“劳动者港湾”
是国有大行与劳动者的连心桥，让老百姓在这片
爱心天地感受到了建设银行“服务国家、服务人
民”的家国情怀。

“劳动者港湾”内设置有沙发、饮水机、手机
充电设备、洗手间，并门配有爱心小车，便民柜内
配备了雨伞、扇子、毛巾、清凉油等不少于42种以
上便民惠民服务设施及内容；主要服务对象是环
卫工人、出租车司机、交通警察、城管、快递员、志
愿者等户外工作者，还有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
考生等需要特殊关爱的群体；为劳动者歇脚停靠
提供便利场所和贴心服务，打造劳动者的“歇脚
地”、“加油站”、“充电桩”、“暖心窝”，竭力营造家
园的温馨氛围。

“劳动者港湾”让需要的人倍感温暖。一位上
了年纪的环卫工人在这里喝足了水说：“平常借
洗手间，总觉得不好意思，怕别人嫌弃我们身上
脏，现在好啦，有建行的地方就能上洗手间、就可
以歇息，真不错！”

“劳动者港湾”不仅仅是爱的注解，更是文明
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建设银行建设美
好生活的文明标签。

以爱之心，传递温暖之情

“‘劳动者港湾’就是大伙儿临时的家，欢迎大
家以后可以常来坐”建行中山分行营业部大堂经
理小冰一边为环卫工人递上一杯温水，一边说。

“‘劳动者港湾’服务的是社会大众，传递着
建行的温暖，对敬业者的尊重，对友善者的关爱。
我们设立‘劳动者港湾’，就是传递幸福感，传递
正能量”建行火炬开发区支行吴行长在接受电视
台采访时介绍道。

为了让“劳动者港湾”更接地气、更具温度、
更加人性化，中山建行在建设时，更注重“一点一
策特色打造”，比如在居民区的“劳动者港湾”，更
加注重反诈骗等金融知识的宣传，在客户流量多
的“劳动者港湾”，更加注重母婴室、消费者权益
保护站的设置等；同时每逢高考、中考时段，我行
都会在考场附近“劳动者港湾”设置“高考业务办
理绿色通道”、“中考业务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
或家长提供临时休息、饮水、打印、复印、文具等
相关服务。今年以来，全市共有 20多个网点提供
了助考服务。

一位家长表示：建行的助考服务让人感到清
凉的慰藉。这种爱需要我们更多人来传递和分
享。

给需要帮助的
人更多温暖，给辛
勤劳动的人更多尊
重。中山建行按照
建行总行统一部
署，在辖属64个网
点内建设“劳动者
港湾”，这一举措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好
评，再次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了国有大
行的担当和情怀，
唱响了新时代金融
服务“爱”的旋律。

中山建行
唱响爱的旋律

广告

据悉，中山建行已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
“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状”、“全国金融系统劳模
（优秀技能人才）创新工作室”、“全国优秀企业文
化案例”等多项国家级高规格荣誉。此次“劳动者
港湾”建设，无疑是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弘扬社
会正能量的一大重要举措。

当前，中山建行根据网点资源及周边情况，因
地制宜，一点一策打造“劳动者港湾”，每个港湾都
有属于自己的特色，让服务更接地气、更具温度。
例如，建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地处国家高新技
术开发区，高科技企业众多，网点在设置劳动者港
湾时，专门配置了“科技金融创新中心”，一方面加
入普惠金融宣传，另一方面通过“开放、共享”供当
地企业免费宣传推广使用；建行中山分行营业部
位于繁华的中山市东区，周边高档住宅、写字楼
等，网点在打造“劳动者港湾”时，考虑到开放二胎
政策后，带婴儿来银行办理业务的客户较多，在

“劳动者港湾”中增配了母婴室，为妈妈型的客户
和劳动者提供私密的哺乳地方；建行滨河湾支行
坐落在中山南区，周边主要是中高档住宅，在打造

“劳动者港湾”时，除了一般的基本配置外，网点更
注重金融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在“劳动者港湾”中
增加了反诈骗金融知识宣传。

中山建行“劳动者港湾”的设置，除了注重硬
件打造外，更注重软件的提升，分行先后组织网点
大堂经理、产品经理、网点负责人等岗位开展“手
语培训”、“服务礼仪培训”、“无障碍服务培训”等，
提升网点员工对老弱病残孕、走失儿童、聋哑人士
等群体的综合服务能力，切实关爱保护特殊群体，
让网点服务更有温度。

据了解，目前中山建行“劳动者港湾”日均接
待劳动者 133人次，而且随着推广力度的进一步
加大，受惠人群数量将快速增加，切实为普惠金融
战略实施推广作出贡献。

近日，继在中山火炬开发区举办“劳动者港湾”揭牌仪式后，中山建行以点
带面，全面复制推广，在全市64个网点内增设“劳动者港湾”，并已投入使用。
当前，“劳动者港湾”已经覆盖了全市所有区镇，并向全社会提供充电宝、血压
仪、微波炉等无偿使用服务，开放共享，让中山文明城市建设更有温度。

“看到建行劳动者港湾标识，就等于找到一个可以休息停靠的地方，就像一个
临时的家”一名体验过中山建行“劳动者港湾”的环卫工人感叹道。

劳动者港湾
让城市更有温度

广告

奋勇争先 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