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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 2011 年农村老人救助金昨发放，东营区等四个县区放宽年龄限制

年满70岁老人喜领新春“红包”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

习记者 王媛媛) 11 日

是农历腊月初八，东营市
2 0 1 1 年农村老人救助金

发放工作当日开始，70 周

岁及其以上的老人喜领新

春“红包”。今年，东营区

等四个县区将救助年龄由

原来的 7 5 周岁 (包含 )以

上下调至 7 0 周岁 (包含 )

以上，使得东营两万三千

余名老人提前享受到政府
生活补贴。

11 日上午，记者来到

了垦利县农村老年人生活

救助金发放现场。据了

解，垦利县今年 7 万多名

年满 70 周岁的老年人将

领到每人 240 元到 960 元

不等的救助金，这一政策

的实施使得 4406 名老人

提前享受到政府生活补

贴。

“往年都是 75(周岁)

以上的领，赶上政策好，

俺 70(周岁)的今年也能领

钱了。”郝传信老人激动

地说。在集中发放仪式

上，郝家镇郝家村 30 多名
70 周岁-74 周岁的老年人

都提前领到了救助金。

记者从垦利县老龄办

了解到，今年东营市的东

营区、河口区、广饶县、垦

利县四个县区将救助年龄

扩大到了 70 周岁，政府多

投入资金近 640 多万元，

为两万三千多名 7 0 周

岁— 74 周岁的老年人发

放了救助金。

东营区“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出台

主推“一带一轴三组团”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
记者 闫西龙 通讯员

张骁 ) 11 日，记者从东营

区旅游局了解到，东营区

“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出

台，将按照“两轴三组团”的

总体规划，以“黄河水城”建

设为依托，以乡村原生态、

滨海休闲为主要业态，主推

“一带一轴三组团”的空间

布局战略。

据东营区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一带为南二路

近郊生态旅游观光带，一轴

为广利河旅游发展轴，而三

个组团是滨海渡假旅游组

团、城郊休闲旅游组团、黄河

风情旅游组团。这为东营市

民参加近郊游、乡村游和休

闲游提供设施完善的旅游

目的地和配套的旅游服务，

将丰富市民的旅游生活。

今起气温略有回升
最高气温升至 0℃ 以上

本报 1 月 11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大宁 通讯员 张

洪卫) 近期东营市一直处

于低温状态，出行的市民苦

不堪言，记者从东营市气象
台获悉，从 12 日开始，气温
将出现短暂回升。

12 日，气温开始回升，最

高气温能达到 2℃，不过最

低气温依旧较低，受西北风

的侵袭，市民仍会感觉较冷。

13 日，气温将继续回升，

最高气温能达到 5℃，这在三

九天是难得的高温，而且风向

转为南风，风力也大大减小，

市民应该会感到比较温暖。

14 日，东营将再次迎来

冷空气，风力渐强，气温也会

有所降低。预计 15 日左右会

有降雪过程。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12日

晴间多云，西北风 3～ 4级，海

区 5～ 6级，气温-8℃～ 2℃；

13 日晴转多云，偏南风 2 ～ 3

级，海区 5 ～ 6 级，气温-6℃

～ 5℃；14 日多云，南风转北

风 3 ～ 4 级，海区 5 ～ 6 级转
6～ 7级，气温-6℃～ 0℃。

2011 年信贷助推巾帼创业扶持计划开始

两千万元扶持农村妇女创业
本报 1 月 11 日讯(记者 张倩)

11 日上午，东营市妇联发展部联

合合作银行的工作人员来到东营

区史口镇和广饶县丁庄镇的养殖

户家中，为 7 名农村妇女办理了贷

款手续。市妇联今年的信贷助推巾

帼创业扶持计划已经开始，预计将

发放 2000 万元的贷款，用于帮助农
村妇女发展畜牧、养殖业。

11 日上午 10 时许，在市妇联

发展部杨部长的带领下，东营市商

业银行的工作人员为油锅村发展

养殖业的 4 位妇女现场办理了贷

款手续。今年 43 岁的吴玉藕从 4 年

前开始养殖狐狸，2010 年她共销售
狐狸 140 余只，纯利润达六七万元。

办完贷款手续的吴玉藕难掩喜色，

拉着东营区妇联郭主席的手说：

“今年我打算扩大养殖规模，你们

的贷款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

题！”生于 1982 的李素梅和丈夫郭

树文都是“80 后”，自从两人开始养
殖肉鸽，在短短两年内就奏响了致

富曲。

离开油郭村之后，“投资担保

车”又来到了四分厂，顺着崎岖的

山路找到了在此搞养殖的伍承岚

夫妇。刚从猪圈出来的伍承岚脚上

沾满泥土，她和丈夫一共养了 200

多头猪和 70 多只狐狸。“这么远你

们还专门赶过来，真是太感谢了！

我正愁没钱买饲料呢。”在伍承岚

养殖场旁的一间小屋里，工作人员

垫着床板为伍承岚办理了贷款手

续。

市妇联发展部杨部长说：“我

们本次助推计划每户给予了 10 万

元的贷款，为了确保扶持计划顺利

实施，市妇联根据四部委‘关于完

善小额担保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推

动妇女创业就业工作’相关政策文

件，与财政、劳动和金融部门协调，

联合签订了四方合作协议，这些贷

款是财政全额贴息的，也就是农户

是免费使用，不用支付任何利息。”

记者从市妇联获悉，“信贷助

推巾帼创业扶持计划”从 2010 年 5

月份开始实施，截至 2010 年底，市

妇联已经发放贷款 2000 万元，这些

资金来源于市妇联的合作银行。

2010 年，妇联共扶持基地、农户 265

个，辐射带动六七万名农村妇女就

业，并且为农村妇女贷款争取到贴

息 90 . 94 万元。

自 2005 年开始，东营市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村

老年人生活救助制度，救助的范围是具有东营常住

户口、年满 75 周岁、无固定养老金收入的农村老年

人。救助的标准为：年满 75 周岁、未满 90 周岁的每

人每年 360 元；90 周岁及其以上的每人每年 960

元，百岁老人享受长寿补助金每人每年 1200 元。所

需资金由市、县财政按 5：1 比例承担。

11 日上午 10 时许，东一路上一辆自南向北行驶的超宽超

高的卡车被交警拦截住，该车拉了满满一车芦苇，占用了近 3

个机动车道，交警对违法车辆进行了 100 元的罚款处罚。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巨无霸”遭擒

相关链接

积水成冰
11日上午 11时许，东一路锦华一区西侧，一水管破裂导致积水成冰，盖满了绿化带。在附近工作的一位环卫工人

告诉记者：“这个水管已经漏了大约一个月了，前两天淌得路上都是，这几天差点了，但水还是一直冒。”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