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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万企退人员养老金大幅提高
将在4月15日前发放，这是烟台市连续第八年上调养老金

本报4月1日讯(通讯员
王皓亮 王琪 记者 侯文
强 ) 烟台市2 0 1 2年企业退
休、退职和建国前老工人待
遇将再次大幅增加，涉及31

万名企业退休人员。目前各
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展工
作，确保增发的养老金在今
年4月15日前发放到广大退休
人员手中。据悉，这是2005年
以来烟台市连续第8年为企

业退休人员上调养老金。
此次调整范围是：2011年

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手
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
企业退休、退职人员以及已
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建
国前老工人。执行时间从2012

年的1月1日起开始。与往年
类似，此次企业退休、退职人
员调整养老金仍由普遍调整
和适当倾斜两部分组成，建

国前老工人则是按绝对额增
加。

其中企业退休人员普遍
调整部分由固定调整(160元)

和按比例增加(2011年12月本
人月基本养老金的4%)组成。
适当倾斜部分包括具有高级
职称的退休科技人员、正高
级职称每人每月提高490元，
副高级职称每人每月提高290

元。2011年12月31日前，年满

70周岁不满75周岁(以办理退
休手续时按规定确定的出生
年月计算，下同)、年满75周岁
不满80周岁和年满80周岁的
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分别提
高40元、70元和140元。其中，
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
间达到70周岁、75周岁和80周
岁的，每人每月再分别提高
150元、70元和130元。适当倾
斜部分，同时满足上述两项

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
企业退职人员由固定调

整(128元)和按比例增加(2011

年12月本人月基本养老金的
4%)组成。同时，参照执行年
满70周岁以上高龄退休人员
适当倾斜政策。

对于企业建国前老工
人，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
的，每人每月增加900元；抗日
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

每人每月增加800元；解放战
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每
人每月增加700元。此次增加
的待遇，不作为计发一至三
个月生活补贴的基数。

此外，针对部分企业军
转干部基本养老金水平偏低
的情况，对2011年12月31日前
已按规定办理手续的企业退
休军转干部，自2012年1月1日
起，每人每月再增加50元。

烟台公布道路交通安全形势通报，有些数据与我们想的不一样

驾龄6到10年的出事反而多
本报4月1日讯 (通讯员

袁圣凯 记者 苑菲菲)

在3月31日召开的全市道路
交通安全工作会上，2011年
度烟台市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通报发布。据悉，2011年
烟台共发生上报道路交通
事故677起，查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153 . 4万起。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2011年烟台市共发生上报
道路交通事故677起、经济
损失140 . 05万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 6 9

起、下降9 . 25%，经济损失减

少7 . 44万元、下降5 . 05%。没
有发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
特大事故。

此外，烟台去年共查处
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3 . 4万
起，同比上升74 . 9%；查处酒
后驾驶7456起、醉酒驾驶399

起，无证驾驶1 . 3万起，超速
行驶50 . 9万起，无证驾驶、酒
后、超速等严重违法行为查
处量位居全省前列。

造成死亡和伤人事故
的高发时段，一般集中在每
天的6点到7点、17点到19点、
18点到20点三个时段。而发

生事故的机动车辆，多是客
车、货车和摩托车。电动自
行车则作为非机动车，成了
事故发生的主体。

一般来说，发生事故较
多的驾驶员，驾龄都集中在
6到10年。其中，超速行驶、
未按规定让行、无证驾驶、
酒后驾驶和逆向行驶5类重
点违法行为引发的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
占 总 数 的 6 5 . 2 9 % 、
46 . 88%。

目前，烟台市机动
车、驾驶人总量已达到

175万辆和174万人，私家汽车
达到了66万辆，平均每10人就
拥有一辆私家汽车。为了规
范化、标准化地进行管理，烟
台今年计划投资1 . 2亿建设现
代化的智能交通控制系统。
另外，烟台将不再新增卧铺
客车，不再批准2000公里以上
的长途客运班线。

31日晚8点，在烟台大学南校区，四栋宿舍楼同时熄灯，灯光拼出了“3 . 31、60+”、“EARTH HOUR”的字样，这是烟台
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主办的环保文化节之“地球一小时”活动，每年的这一天，烟台各大高校都有不同的活动来
呼吁低碳环保。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地球一小时 本报4月1日讯 (通
讯员 袁明园 李明
记者 侯文强) 3月31

日，烟台市政法系统推
出12件为民服务实事，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这十二件实事分别
是：万名干警下基层、整
治167个治安重点部位、
政法干警牵手企业、打
造为民服务“窗口”品
牌、开展食品药品安全
专项行动、认真解决“执
行难”问题、查办工程等
领域贪污贿赂案件、着
力解决医患纠纷问题、
抓好交通疏堵工程、为
学生乘坐校车提供安全
保障、提供便捷的车辆
年检和办证服务、为渔
民提供高效边防服务。

组织万名干警和法
律工作者深入基层是政
法系统承诺的第一件实

事。烟台市的干警们将每
人每月至少走访一户群
众，每名党员干警至少为
帮扶对象做一件实事，每
个政法党支部至少为联
系单位解决一个实际问
题，每名政法领导干部至
少帮助基层解决一个实
际困难，每名干警建立一
本民情日记。

组织千名政法干警
和法律工作者牵手千家
企业，送平安上门、送服
务上门、送和谐上门，竭
尽全力为企业办实事、
解难事、做好事，全程服
务，助力发展。

针对医患纠纷问
题，烟台市将全面推进
市县两级医疗纠纷调解
组织建设，在上半年组
建烟台市医患纠纷调处
中心并挂牌运行，所有
县市区都要组建人员专
业、机构独立、运作高效
的医疗纠纷调处平台。

烟台政法系统推出12件为民服务实事

千名干警牵手千家企业

福山301路公交线

延伸至汽车西站
本报4月1日讯 (记

者 柳斌 ) 为进一步
解决汽车西站搬迁后给
福山、开发区群众带来
的乘车不便，自4月3日
起，福山301路公交车将
延伸至汽车西站，线路
增设烟台新科工业集
团、鲁蒙防水防腐、汽车
西站3个站点。

据悉，3 0 1路延伸
后将增加 4部公交车，
由德通客运站始发，经
南涂山村、福桃路、港

城西大街、河滨路、县
府街、福海路、永安街、
河滨路、汇福街、松霞
路、天府街、福海路、连
福路、洪福路、迎福路、
永达街、同兴路、梧桐
路、福新路、上庄工业
园 、烟 台 新 科 工 业 集
团、鲁蒙防水防腐行至
汽车西站。

班次间隔 8 - 1 4分
钟，首班车6：00，末班车
冬季19：00，夏季20：00，
全程票价2 .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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