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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莒县新闻

莒县城阳街道老年人老有所依

所所有有家家庭庭签签下下赡赡养养责责任任状状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马晓华

今年以来，城阳街道采取公示
办公流程、设立意见箱、公开监督
电话及完善财政管理制度、财政支
农项目管理制度等措施，根据具体
情况，每个月对街道财务进行一次
公开。全力打造阳光财政，实现财
政工作有章可循、有条不紊，更加
公开透明。

对街道财务状况统一选择公
开地点和公开方式。公开的地点设
在街道公开栏上，公开的时间是十
天左右。公开内容全面真实，逐笔
逐项公开，确保让群众看得懂。

对财务公开的落实、检查、监
督、信息反馈及问题处理做到环环
相扣，严格每个环节的管理。财务
公开之后，街道财政所积极做好信
息反馈工作。群众有任何疑问都可
用电话查询。

公开内容全面化。一是公开财
务制度。公开街道行政、事业单位
财务管理制度，主要包括财政拨款
单位收支预决算制度、单位大额支
出集体审批制度、日常费用报销制
度、来客就餐制度、公共财产管理
使用制度。二是公开采购及资产处
置。对街道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
具、电子产品等纳入采购的资产购
买需求情况实行信息公告，对经统
一采购平台购买资产的数量、金额
等情况进行结果公开。

莒县城阳街道

财务每月一公开

10 月 13 日是重阳节，莒县城阳街道提前给老党员以及 90 岁以上老人共计 445 人，送去米、
面以及现金等物品。近年来，城阳街道加大对老年人关怀力度，每个社区都建有老年活动中心。
今年为加强子女对老年人赡养，该社区还借助以孝德为核心的“四德”工程建设，推出子女签订
赡养老人责任状的规定。

提前给 445 名老人

送去节日慰问品

11 日上午 10 点，记者跟
随莒县城阳街道工作人员，来
到城阳街道状元社区陈家庄
子村卢森老人家。卢森与老伴
王玉英正在院子里收拾东西，
看到工作人员到来后，两人急
忙拉着工作人员的手让进屋
喝水，“这小姑娘来过好几次
了，我认识。”王玉英说。王玉

英今年 8 6 岁，卢森今年 8 4

岁，都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虽
然都已年过八旬，但两位老人
的身体都非常好，耳不聋眼不
花。

按照惯例，在重阳节来临
之际，城阳街道工作人员再次
给老人送来了米、面等生活物
品。

据了解，今年重阳节，城
阳街道给建国前老党员、9 0

岁以上老年人等共计 4 4 5 名
老人送去过节慰问品。

建活动中心和图书室

老人休闲有好去处

近年来，莒县城阳街道办
事处加大对老年人关怀力度。
据城阳街道办事处民政办公
室主任卢守东介绍，除了每年
在一些节日走访老人以外，他
们也加强了对老年人的精神
文化关怀，每个新建的社区都
有活动中心和图书室等供老
年人休闲娱乐的地方。同时还

依托卫生院建立托老所，保障
老人的身体健康。

卢守东介绍，除了农村合
作医疗外，大多数村庄还出钱
给村民购买了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险，“在农村，最害怕家里有
病号或出现什么意外，有了这
些保险，对村民的生活也是一
种保障。”卢守东说。而大多数
村庄的合作医疗的费用也是由
村集体出。据了解，莒县城阳街
道岳家村还建了老年人幸福公
寓，60 岁以上老人免费吃住，所
有费用都由村里承担。

子女签署赡养责任状

加强对老人的照顾

今年，城阳街道借助“四
德”工程建设，加强孝德建设，
为加强子女对老年人赡养，街
道所有家庭都签署了老人赡
养责任状，在责任状中规定家
庭成员应尽的一些义务，并要
求子女每年应该给老人提供
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据了解，为发挥老年人的作
用，城阳街道不定期听取一些老
干部以及老党员对街道发展的
意见，吸取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等，“我们不仅关心老人健康，老
人的一些宝贵经验对我们来说
也是宝贵的财富，一定要让老人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莒县城阳
街道一相关负责人说。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根据招商银行官方网站发布的
公告，为了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
提升客户体验，招商银行将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 20：00 至 10 月 20 日
20 ：00 对北京市、山东省、河南省、
辽宁省、黑龙江省所辖机构(统称：
升级机构)实施系统升级。系统升级
期间，招行业务可能会受到一定影
响，提醒有业务办理需要的客户提
前前往银行办理。

据招商银行公告中称，系统升
级期间，七家升级机构包括日照分
行的部分银行业务可能会受到短暂
影响：1、自 10 月 18 日 20：00 开始，
暂停在升级机构开立的个人账户
(含一卡通、存折、存单、i 理财)的账
户信息维护、协议管理 (如自助缴

费、直付通、基金/招财金/外汇投资
业务开关协议)等服务。2 、自 10 月
18 日 23：30 开始，暂停在升级机构
开立的个人账户(含一卡通、存折、
存单、i 理财)的资金交易类服务，如
存取现金、POS 消费、转账汇款、信
用卡还款、网上支付、自助缴费、代
发代扣、收付易固话 POS 业务、消
费易/周转易/随借随还、理财账户
及黄金专户转账等。3 、自 10 月 18

日 23 ：30 开始，暂停升级机构的柜
台、本行自助设备、本行 POS 商户
(含固话 POS 商户 )等所有渠道服
务。4、自 10 月 18 日 23：30 开始，暂
停升级机构的电子渠道特约商户
(含第三方支付平台)招行卡网上支
付及招行渠道他行卡网上支付服

务。5、自 10 月 18 日 23：30 开始，暂
停我行一卡通 (含公司卡 )在北京
市、山东省、辽宁省、河南省的银联
跨行交易 (含银联 ATM 及 PO S

等)，暂停我行一卡通在河南省、黑
龙江省他行柜台的柜面通业务。6、
自 10 月 18 日 23:30 开始，暂停通过
郑州、沈阳地区他行柜台的柜面通
向我行信用卡转账还款的服务。

经了解，系统升级期间，招行
个人客户的自助渠道口头挂失业
务不受影响；招行信用卡在升级
机构的自动还款服务、当地银联
他行 ATM 和银联他行 POS 等渠
道的业务不受影响。

招商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减少对客户带来的不便，招行特别

安排在业务量较小的周末开展升级
工作，升级后客户能享受到更优质、
便捷的金融服务。请有需要的客户
提前办理相关业务，并再次对因升
级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记者了解到，根据统一部署，
招商银行各级机构自 2013 年开
始全面启动第三代核心系统项目
投产的实施工作，该行将通过启
用新的核心系统，进一步丰富金

融服务产品，加快业务处理效率，
以达到提升客户体验和提供更为
优质的金融服务的目标。招商银
行已通过媒体、各营业机构、网上
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自助
设备广告位等渠道发布了相关公
告，并提示客户早做准备。如有任
何疑问，市民可登陆招商银行一
网通主页或垂询招商银行客服热
线 95555 。

招招商商银银行行日日照照等等分分行行 1100 月月 1188 日日系系统统升升级级
建建议议市市民民提提前前办办理理相相关关业业务务

城阳街道工作人员给老人送去生活用品。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卢小璇 高晓华 ) 国网日照供电
公司明确市(县)公司、部门及其业务
实施单位、班组的职责分工，形成

“公司统一领导、工会牵头协调、部
门分工负责、基层具体实施、班组全
员参与”的工作格局。

本报 10 月 14 日讯(通讯员 卢
小璇 高晓华) 国网日照供电公司
坚持“把控关键、简单高效”的基本
原则，紧紧围绕“既要为班组减负、
又要注重提升班组业务技能”的两
大主要任务去开展工作，提高班组
工作效率。

健全班组建设职责 提升班组效率效益

本报 1 0 月 1 4

日讯 (通讯员 卢小
璇 高晓华 ) 国网
日照供电公司着力
抓好班组长队伍建
设，突出抓好班组长
入口、激励和退出机
制建设，促进班组长
队 伍 年 轻 化 、知 识
化、专业化，夯实班
组管理支撑。

夯实班组管理支撑

本报 10 月 14 日讯
(通讯员 卢小璇 高
晓华 ) 国网日照供电
公司抓牢“核心业务、建
设模型、创新阵地、月度
评价”四项重点，突出岗
位创新、创效、创优，加
大科技进步、管理创新、
QC 课题等成果的培育
和实践应用，打造特色
亮点。

打造班组特色亮点

本报 10 月 14 日
讯 (通讯员 卢小璇
高晓华 ) 国网日照供
电公司坚持“分级管
理、量化考核、统一规
范、科学评价”原则，围
绕班组建设和对标两
大部分，以《评价细则》
和《指标体系》为准绳，
加大班组建设四级管
控与考核。

严格班组评价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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