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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银月月丰
7月19日起发行
“定期支付”有望

再造基金“分水岭”

黄岛区：深化生育关怀 助力计生家庭
黄岛区把“生育关怀“行动纳

入社会发展总体部署，全区16个
“生育关怀行动”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积极行动，形成了以政府投入
为主、社会募捐辅的专项基金筹
措机制，推动全区各级计生协会
项目运作蓬勃开展，形成了“一镇
一品、一村一品”的生育关怀行动
新格局。

“人口关爱基金”募集救助工
作水平逐年提升。黄岛区计生协
会进一步完善人口关爱救助机
制，每年举行“人口关爱基金”募
捐仪式，计生系统干部职工捐献
一天的工资，计生协会会员捐献

“一元特殊会费”，企(事)业单位、
村(居)个人也都积极捐款奉献爱
心，三年来全区共募集“人口关爱
基金”324万多元，救助计划生育
困难家庭1286户，彰显了国家、社
会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的关心和
帮助。

扎实开展计划生育“公益金”
救助工作。黄岛区各基层协会严
格把关并及时上报“公益金”救助
的对象。三年来，共申报青岛市市
级人口和计划生育“公益金”25

户。到目前，青岛计生协已批复17

户，批复救助金6 . 2万元，黄岛区
配套公益金4 . 5万元，共计10 . 7万

元发放到救助户手中。
继续落实农村独生女孩家庭

母女疾病医疗保险工作。黄岛区
计生协认真落实“农村独生女孩
家庭母女医疗保险”生育关怀项
目 。三 年 来 ，市 财 政 拨 付 专 款
5 9 . 5 7万元，按照每位独生女孩
100元、母亲120元的标准，为5420

名独生女孩和母亲办理了母女
医疗保险。到目前，已有103位母
亲和独生女孩得到理赔金19 . 3万
多元。有效解决了广大农村独生
女孩家庭因母女意外伤害、伤残、
女性特定疾病等治疗所带来的经
济上困难。

“生育关怀”项目为计生家庭
排难解忧。各镇(街)计生协会均制
定了镇级“生育关怀”项目，至
2013年的镇级“生育关怀”项目共
70个。三年来共救助3211户计生
困难家庭，救助金额总计达78 . 86

万元。其中独生子女父母死亡家
庭344户，独生子女父母病残家庭
834户，独生子女死亡家庭169户，
独生子女病残家庭241户，已婚育
龄妇女节育手术并发症扶助104

人，独生女孩家庭补助693户，基
层困难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救助30

人，其他计划生育困难家庭2169

户。 （王德青 宋福林）

今年以来，基金行业将创新
延伸到了产品的各个环节，由交
银施罗德基金刮起的“定期支
付”流行风将基金创新再度推向
高潮。交银施罗德日前发布公告
称，旗下交银定期支付月月丰债
券型基金将于7月19日起在全国
发行，投资者可以前往建设银
行、交通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
渠道以及交银施罗德直销中心
处认购。为保证稳定的现金流支
付，该基金主要通过精选具有较
高息票率的债券，以获取稳定的
债息收入。

李沧区道路绿化

河道绿化齐头并进

近年来，李沧区围绕“三纵
四横一区”框架范围要求，重点
对“四横一区”及相关支路进行
植树增绿。截至目前，台柳路、
金水路一期增绿补绿、虎山路
增绿补绿、青山路增绿补绿、振
华路增绿补绿及君峰路 (虎山
花苑段 )绿化等工程已先后完
工，金水路二期等绿化栽植接
近尾声，固体物处理厂规划路
等绿化栽植量过半。同时，在近
几年河道成功改造的基础上，
围绕世园会周边继续实施河道
整治绿化建设，2013年计划对
楼山后河进行改造。目前楼山
后河景观绿化已完工，栽植各
类乔木2140余株，灌木地被1万
平方米，完成新改建绿地3 . 4万
平方米。

李沧区计生局

进一步做实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李沧区计生局为更好的为
育龄妇女提供服务，现对辖区内
所有的新婚未孕育龄妇女(包括
无失业人口、流动人口、农村媳
妇)开展免费的孕前优生健康筛
查和生殖器健康检查工作，鼓励
育龄妇女进行孕前“优生四项”
检查(即妇女在怀孕前通过抽血
检查是否有风疹病毒、巨细胞病
毒、弓形体和单纯疱疹病毒)。通
过检查降低婴儿出生缺陷的发
生风险，减少神经和心血管系统
等先天性“隐形”疾病的发生，让
计划怀孕的夫妻做好准备，从而
孕育出健康、聪明的宝宝，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

湘潭路街道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

湘潭路街道计生办不断完
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服务
体系。坚持以现居住地为主、户
籍地和现居住地协调配合的管
理原则，积极推进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综合治理。遵照“谁出
租、谁负责，谁经营、谁负责，谁
用工、谁负责”的原则，在为流
动人口办理暂住、经商、务工、
社会保障、购房、租房等手续
时，相关责任部门要审核、查验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建立流动
人口计划生育“以房管人”制
度，实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并
实现流动人口信息适时变动、
异地查询和跟踪管理。

民警正抓狗 市民急阻挠
还有市民主动“送狗上门”，市北警方1小时抓获4只流浪狗

电梯内小狗狂叫吓哭女童
民警称乘电梯时，养狗者应为狗戴嘴套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腾
腾 通讯员 车璐) 乘坐电梯
时，突然冲进来一只狗，对着5岁
的小孙女就是一顿狂叫，这让市
民杨女士十分生气，与狗主人在
电梯里“大打出手”。民警提醒，
人狗同乘电梯时，养狗者应当为
狗戴嘴套，或者将狗装入犬袋，
违者将会受罚。

16日傍晚，家住崂山某小区
一栋居民楼20楼的杨女士领着5

岁的小孙女乘电梯下楼纳凉，电
梯到16楼停了下来，没想到电梯
门一开，就冲进一只白色哈巴
狗，冲着小孙女一顿狂叫，孩子
被吓得哭个不停。听到狗叫，狗
主人郑女士匆忙赶进电梯。见孩
子被吓哭了，郑女士对杨女士再
三道歉，并将小狗抱进怀里。

见小孙女被吓得哭出一身
汗，杨女士十分生气，大声责备
郑女士没看管好小狗。郑女士一
看自己明明道了歉，杨女士还不
依不饶，也急了，两人在电梯里
打起了“口水仗”，甚至相互推
搡。闻声而来的邻居纷纷相劝，

但两人仍旧僵持不下。邻居刘女
士赶紧打110求助。

中韩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
后，对养狗的郑女士进行了批
评教育。“哈巴狗不属于禁养
犬，但根据《青岛市养犬管理办
法》规定，乘坐电梯，应当为犬
戴嘴套，或者将犬装入犬袋、犬
笼，或者怀抱。”民警提醒，违反
规定，可以予以警告，对单位可
并处200元罚款，对个人可并处
50元罚款。在民警的调解下，郑
女士承认错误，答应一定看管
好爱犬。

本报7月1 7日讯 (记者
刘腾腾 通讯员 李旭东)

民 警 正 在 小 区 内 抓 捕 流 浪
狗，谁知小区内一名居民大
声斥责，阻挠民警抓狗。17日
上午，记者跟随市北警方现
场捕狗。一个小时的时间里，
民警转战两个小区，抓捕4只
流浪狗。

17日上午9点，记者跟随
辽源路派出所民警来到海安
新居小区，一进小区，就看到
花坛里出现一只白色的狗，
民 警 拿 起 工 具 慢 慢 向 狗 靠
近，趁其不备迅速下网，不料
这只狗行动敏捷，灵活地挣
脱了捕狗网撒腿就跑。小区
的居民们告诉记者，小区里
经常有流浪狗出没，这只狗
很可能就是被人遗弃的。此
时，小区一栋居民楼二楼的住
户听到楼下的动静后，探出头
大声质问起民警，听说在捕
狗，这名住户大声斥责民警，
自称这只白色的狗是她养的，
阻挠民警继续捕狗。民警不能
强行捕狗，只得放弃。

因小区里的流浪狗被惊
扰，民警只得转战敦化路一
处开放的居民小区，该小区
周 边 有 很 多 废 弃 仓 库 和 工

厂，许多流浪狗在此“安营扎
寨”。记者看到，一处废弃的
院落内，四五只流浪狗正在
垃圾堆里找食吃。见状，民警
迅 速 拿 出 专 用 工 具 开 始 捕
狗。察觉到危险，几只流浪狗
开始四处逃窜，三名民警围
成一个“铁三角”，困住逃到
墙角的一只狗，然后迅速下
网。被困住的狗在网里不停
地挣扎，民警随后将狗赶进
了事先准备好的狗笼里。与
此同时，另一路民警也在不
远处捕获了第二只流浪狗。

就在民警准备撤退时，一
名男子走过来，主动告诉民
警，他家中有两只小狗，因为
没有精力抚养，所以准备交给
民警。于是，三名民警立即跟
随男子来到他的家中，将两只
正在院子外溜达的狗引进院
子中，来了个“关门捕狗”，将
两只狗捕获。

辽源路派出所副所长张
强介绍，这4只狗将被送往位
于平度的流浪狗收容所。据
介绍，对于阻挠民警正常捕
狗的市民，警方将会对其进
行说服教育，如果还是继续
阻挠，会将其传唤至派出所
进行处理。

两小时抓获21只流浪狗
开发区警方将其安置到收容所，并将统一注射疫苗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潘
旭业 通讯员 封凯明) 17

日下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
力，青岛开发区公安局黄岛派
出所民警在专业捕狗人员的
帮助下，捕获了21只流浪狗，
并将其送往位于台头社区附
近的流浪狗收容站。在收容站
中，这些流浪狗将告别“衣食
无着”的生活，吃上肉骨头，并
统一注射疫苗。

据青岛开发区公安局民
警介绍，最近他们接到多位市
民举报，称在青岛开发区黄岛
街道海南岛路南侧有很多体
型较大的流浪狗出现，过往的
行人都非常害怕。1 7日 1 4时
许，记者跟随黄岛派出所民警
和专业捕狗人员来到海南岛
路南侧的一处废旧院子。3名
民警和4名专业捕狗人员拿着
捕狗工具进入院内，一进去就
看到有七八只流浪狗正在到
处找食吃。民警和捕狗人员进
行了分工，民警负责将流浪狗
赶往院内的一个空置房屋内，
捕狗人员则进屋抓捕，并将被
捕流浪狗关入事先准备好的
笼子内。很快，院子里的流浪
狗就全被抓进笼子中。随后，
民警和捕狗人员开始对院内

的其它废弃房屋和堆积着木
头的空档进行搜索。当民警用
捕狗工具拍打一堆木头时，木
堆空档中一只1米多长的黑色
大狗呲着牙对民警狂叫。3名
捕狗人员立即过来帮忙，几个
人从3个方向把大狗包围，将
其赶进了废弃屋内并抓获。

“这个地方废旧房子、垃
圾比较多，所以有很多流浪
狗。”附近居民王女士告诉记
者，这么大只的流浪狗，大人
都害怕，更别说小孩子了。将
废旧院子内的流浪狗捕获后，
民警又到附近的两个地方捕
捉流浪狗，经过两个多小时努
力，共捕获21只流浪狗。

“这些狗将被送往位于
台头社区的流浪狗收容所。”
民警告诉记者，收容所内已
经收养了 2 0余只流浪狗。在
流浪狗收养所内，记者看到，
流浪狗吃的都是肉骨头。流
浪狗收容站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附近有一个屠宰场，所以
每天都有大量的骨头可以用
来喂狗。”青岛开发区民警告
诉记者，目前这些流浪狗暂时
收养在此处，等达到一定数量
后，将统一组织注射疫苗，并
进行安置。

流浪狗被民警捕获。 刘腾腾 摄

流浪狗收容站工作人员正在给流浪狗喂食。 潘旭业 摄

图为郑女士的小狗。（图片
由警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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