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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CC077
民生

胶州市胶东街道人口计生办

加强三项措施做好流动人口管理

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地处
城乡结合部，近几年来，随着经济
的飞速发展，辖区内育龄妇女流
动频繁，人在户不在、户在人不在
现象突出，给人口与计生管理带
来难度和挑战。为消灭管理死角，
做到对育龄妇女底子清、情况明。
胶东办事处积极采取三项措施，
稳妥做好流动人口管理，收到好
的效果。

该街道办人口计生办建立育
龄妇女人在户不在、户在人不在
组织管理系统。实行办事处干部
包村，村干部包片，育龄妇女小组
长包户的条块管理体制，组织计
生干部对村庄所有住户进行一次
全面调查摸底，村不漏户，户不漏
人，制作相关表格，采取上门调
查、电话联系方式、采集了这些育
龄妇女基本信息，掌握她们单位、
住址、联系方式和家庭情况，通过
整理输入信息网络系统，实行动
态管理。

胶州市胶东街道办事处计生
办同时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协管员
制度。全方位，全天候，搞好人口

与计生管理工作。村庄推出计生
情况信息表和信息反馈制度。利
用协管员联系广泛，信息灵通，发
现及时等特点，每月定期填写《信
息表》，按时反馈育龄妇女增加情
况，发现有怀孕妇女现象，立即与
村庄取得联系。使村庄在第一时
间掌握信息，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今年1月初，已收到人口计生管理
信息10余条，发现怀孕妇女信息4

次。为人口与计生管理打下扎实
基础。

该街道人口计生办加强实施
育龄妇女分类管理。随着育龄妇
女人户分离情况日益增加，给计
生与人口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办事处为加强管理，采集有关信
息分类输入，分为常住人口，流动
人口，对人户分离的育龄妇女及
时转入居住地管理，今年以来已
对居住异地的人员转出转入达30

余名，同时对转入10余名育龄妇
女进行上门落实、跟踪管理、落实
均等化服务，使流动人口计生管
理规范化迈出可喜的一步。

(单志强)

胶州市胶莱镇计生协会
“五抓”促进新农村发展

近几年来，胶州市胶莱镇计划生
育人口计生协会坚持抓组织建设、抓
制度建设、抓宣传教育、抓骨干力量
培训、抓特色活动，为新农村建设、构
建美好家园、促进社会和谐开创了新
局面。

在组织建设上，镇、村通过选举
配齐了镇、村计生协会班子，健全了
镇、村两级计生协会。将计生协会建
设和开展工作情况纳入计划生育目
标管理责任中，将计生协会工作与计
生日常工作同安排、同布置、同考核。
在制度建设上，规范了《村规民约》和

《村民自治章程》，进一步建立健全协
会工作例会制度、定期活动制度等七
项制度。

在宣传教育上，广泛开展改陋习
树新风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有效
治理了“脏、乱、差”现象，更好地净
化、美化了人居环境，促进了全处更
加和谐。

在骨干力量培训上，注重调动
各村协会小组长的积极性，不定期
召集协会小组长们进行座谈，并利
用群众会表彰他们热心工作的先进
事迹。目前，各协会小组长已成为计

生工作的宣传员、监督员、信息员。
在特色活动上，坚持把立足点

放在贴近群众、贴近实际开展计生
优质服务上，工作中努力做好“四到
人”：一是计生科普知识普及到人，
组织育龄妇女签订诚信协议书，利
用赶集市开展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教
育等活动；二是生殖健康服务到人，
定期开展免费妇科病普查普治工
作，对孕妇、产妇定期上门随访，指
导优生、优育和避孕节育知情选择；
三是排忧解难帮助到人，镇计生协
会发动机关干部职工捐赠日用品、
衣物等，为贫困育龄妇女家庭、单亲
家庭、生活较困难的女孩家庭送去
了日用品和衣物。协会组织家庭美
德讲座，引导群众正确对待家庭矛
盾，正确对待子女成长，夫妻互爱互
谅，建设幸福家庭。

在广大计生协会会员及群众的
努力下，该镇农村面貌大为改观。一
是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实施了民居改
造工程，实现了村村硬化道路以及庭
院硬化；实现了通电、通路、通电话。
二是特色经济初步形成。成功实施了
一村一品牌，许多村庄建成了无公害

疏菜基地、生态农业观光园、生态养
殖基地等。三是扶贫济困有新举措。
几年来在上级计生协会的大力支持
下争取扶贫资金，在许多村成立了养
殖协会、种植协会、沼气池协会，以及
农村各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优先对
农村计生“两户”进行项目和资金倾
斜，大力发展种、养殖业，让计生“两
户”率先脱贫致富。同时，镇计生协会
协调企业为农村“两户”和单亲家庭
子女上大学进行“结对子”帮扶，切实
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四是促进了
人口计生工作。人口计生各项指标完
成较好，年度符合政策生育率达94%

以上，统计准确率达100%；农村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金兑现率100%，特殊家庭扶助金
发放率100%，已婚待孕妇女叶酸片登
记发放率100%，流动人口登记服务率
达92%以上；全面落实“关爱女孩”行
动各项安排部署，无“两非”案件发
生；计划生育宣传品进村入户率
100%，干部群众对法律法规知晓率
96%以上。全镇无计划生育越级上访
和重大恶性案件发生。

(崔国)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周衍鹏 通讯员 吕

娇 ) 近日，崂山法院首
创人民陪审员管理系统，
对人民陪审员进行系统
管理，当事人的评价将影
响人民陪审员的年终考
核。一旦有人民陪审员年
终考评不及格，将被解
聘。

人民陪审员任期长
达五年。让部分人担心他
们“与法官同权”、任期较
长有可能会滋生新的腐
败。日前，崂山法院研发
出一套人民陪审员管理
系统，主要分为文件汇
编、陪审员选任、管理、考
核四大板块，对人民陪审
员进行系统、规范化管
理。其中在考核方面，将
陪审工作变为量化指标
全部纳入管理系统，在网
上可以随时查询到人民
陪审员的工作情况、参审
案件的所有信息及考核
数据，改变了过去书面记
录、档案分散、信息不全、
管理缺位的模式，真正实
现了人民陪审员的工作
全方位网络管理模式。

该系统中创新的一
项是，陪审员的工作表现

不再由管理部门独自决
定，而是建立起当事人、
审判长、陪审员管理部门
三位一体的评价体系，新
增了当事人参与评价的
模块。当事人在庭审结束
以后，可通过安装在审判
庭的当事人评价系统对
人民陪审员的表现给予

“满意、基本满意、不满
意”的评定。增加这一举
措，有助于使评价认定更
加客观和全面。

人民陪审员若不按
时参加审判活动，或无故
不参加审判活动，都将被
扣分。同时，每年年底都
要进行一次考评，而不是
像以往一样，每5年任期
满后才进行考评，一旦年
终考评不及格，该人民陪
审员将被解聘。

据了解，2012年，青
岛共有 5 4 1名人民陪审
员，参加一审普通程序审
理的案件多达25756件，
参审案件率达51 . 52%。其
中，刑事案件4191件，民
事案件20463件，行政案
件1102件。人民陪审员每
年人均参与审理案件达
47 . 6件，参审案件调撤率
达到50 . 05%。

人民陪审员

当事人有了评价权

腊腊八八粥粥食食材材热热销销

1月19日是农历
的腊月初八，也是传
统的“腊八节”，腊八
节喝腊八粥是传统习
俗。17日，在宁夏路一
大型超市，市民正在
挑选黑芝麻、红豆、绿
豆等做腊八粥常用的
原料。据介绍，今年的
腊八粥食材价格较往
年同期相比略有上
涨。

本报记者 张晓鹏
实习生 高开元

摄影报道

机场、铁路、公路换乘一体化
交通一体化换乘系统，青岛正在建设中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邱晓宇) 17日，记者从全市
城乡建设管理工作会议上
获悉，青岛市将努力打造机
场、铁路、公路一体化换乘
系统，统筹、协调交通一体
化进程。

2 0 1 3年是实施“十二

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一
年，全市交通运输工作将围
绕城市空间布局全面展开
和城镇化发展，加快建设一
批事关青岛长远发展的重
点项目。会议上相关负责人
指出，未来，青岛市还将努
力打造机场、铁路、公路一
体化换乘系统，统筹、协调
交通一体化进程。此外，疏
港高架一期工程或可在年
内基本建成。据悉，由区市
两级政府投资15亿元建设
的疏港高架项目一期工程

正在施工，建成后的疏港高
架可以与黄岛区目前已有
的一些高架串联起来，并与
现有的高速公路、国道、省
道连接起来，可以大大缓解
交通压力。

为扩展城市发展空间，
将加快推动公路建设，青岛
市将力争全线贯通青龙高
速公路，尽快实现主城区与
县域之间高速公路直达互
通；完成崂山路拓宽改建工
程，力争开工建设青连铁
路。除结构复杂的桥梁外，

全线贯通大沽河堤顶道路。
在西部区域完成南北公路
大通道建设前期工作。

此外，2013年青岛市还
将开工建设董家口疏港高
速公路。区域性国际海空
中心也成为2013年的工作
重点。继续优化“一湾两
翼”港口布局，加快建设董
家口港区公用设施。为迎
办世园会，争创生态城市，
2013年还将继续开展环境
整治工作，推进城市绿化
工作。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邱晓宇) 17日下午，青岛市
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总
经济师潘奇做客“网络问
政”时称，青岛市区2012年1

至 1 1月新建住房价格指数
同比下降3 . 2%，房价总体稳
中有降，房地产市场调控阶
段性成效明显。

青岛市国土资源与房
屋管理局总经济师潘奇 1 7

日 做 客“ 网 络 问 政 ”时 介
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 0 1 2年 1至 1 1月 ( 1 2月数据
尚未发布 )，青岛市区新建
住 房 价 格 指 数 同 比 下 降
3 . 2%，房价总体稳中有降，
房地产市场调控阶段性成

效明显。
在访谈中，潘奇对如

何保障市重点项目，即大
项 目 的 土 地 供 应 做 了 介
绍，相关部门将成立大项
目用地服务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根据土地业务政策
性强、涉及部门广、程序严
格的特点，青岛市国土资

源与房屋管理局成立了由
局长任组长的大项目用地
服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定
期召开重点项目用地调度
会，协调解决供地服务工作
中的重大问题。符合条件的
大项目用地业务办理时限
压缩一半以上，严格按照法
规、程序、权限进行供地服

务，土地供应优先保证市重
点项目的用地需求。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指标对符合要
求的大项目予以重点支持，
保证土地供应；实行严格的
监督问责制度。由相关部门
组成联合督导组，对大项目
供地各 个 环 节 进 行 督 查 ，
实行问责制。

青岛新房价格总体降了点儿
去年前11个月，市区新建住房价格同比下降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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