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要闻
今日滨州

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李冲

全省深化“平安行·你我他”行动现场会在滨召开

黄黄标标车车淘淘汰汰工工作作走走在在全全省省前前列列
本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管

林建 记者 王领娣) 16日，全
省深化“平安行·你我他”行动现
场会暨“黄标车”淘汰工作推进
会在滨州市召开，会议传达了省
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关于道路
交通安全和黄标车淘汰工作的
指示精神，滨州1-5月份全省考
核第一，得到全省的认可。

副省长、省道路交通安全
综合治理委员会主任邓向阳指

出，要把黄标车淘汰作为改善
空气质量的重要措施来抓。省
长助理、省公安厅厅长徐珠宝
介绍，滨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平安行·你我他”行动，注重
综合治理，把交通管理服务触
角延伸到最基层，领导多次亲
临一线检查指导，现场解决实
际问题。

滨州市建成治安防控及智
能交通管理控制系统，实现可对

各种道路特别是交通事故多发
路段的视频监控全覆盖。把交通
隐患排查整改深入到最末端，先
后投入8 . 2亿，整改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781处。开发农村道路交
通安全管理平台、“问政通”便民
服务平台系统，统一对交通管理
员、协管员考核、督办，有力推动
了基层工作落实。

滨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张光峰表示，道路交通安

全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滨州
市委、市政府把“平安行·你我
他”行动作为一项重点民生工程
来抓，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常态
化管理机制，加大投入，不断提
升监管能力，2013年全市道路交
通安全发生起数、人数、受伤人
数、财产损失四项指标同比分别
下降了19 . 5%、17 . 6%、13 . 7%、
29 . 5%，在全省排名中位列第一，
被评为“平安行·你我他”先进

市，2014年1-5月份全省考核第
一，实现了道路交通起数、死亡
人数双下降，继续走在全省前
列。以后，滨州将继续学习借鉴
其他地市的先进经验，强化源头
管理，健全工作机制、加大执法
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行为，全力
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加
大黄标车淘汰力度，为建设生
态、美丽、幸福新滨州，推动山东
实现新跨越做应有贡献。

牡丹全身都是宝。传统种植栽培主要以
观赏为主。很少有人能够了解、利用牡丹珍
贵的药用价值和巨大的经济价值。《中华本
草》：牡丹有【降血压，降血脂，抗栓，活血化
瘀，增强体质，消炎，安神】等诸多功效；《本
草纲目》：【牡丹乃天地之精、群花之首。能和
血生血凉血，治血中伏火。】；《神农本草》：

【牡丹为花中之王，乃木气最容泽者。故能舒
养肝气，疏通经脉。】；《中华药典》：【苦、辛、
微寒，归心、肝、肾经。清热凉血，活血化瘀，
久服可以延年益寿。】

为宣传国花牡丹的文化、历史价值，推
广牡丹新的珍贵药用价值，促进牡丹产业发
展和创造财富，建设美丽中国，让普通民众
更深入了解、利用牡丹珍贵的药用价值和巨
大的经济价值，为身体健康和业余生活提供
帮助，在国家林业局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绿

色时报社、菏泽瑞璞牡丹共同决定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美丽中国梦-牡丹进万家”活动，
现在活动来到了滨州，免费向符合一定条件
的家庭和个人的滨州市民发放珍品牡丹苗，
普及牡丹知识、推广和利用牡丹珍贵的药用
价值、指导家庭栽养技艺。由于组委会苗木
有限，发放推广范围：

1、60岁以上的离退休干部、教师、职工
等滨州常住居民，喜欢牡丹、有花木栽培经
验者、有提高自身生活品味、改善身体健康
需求者优先；

2、由于苗木保鲜要求，所以本活动需先
报名后，由组委会安排牡丹方面专业人士统
一安排发放，全程监督和技术指导。

望喜欢珍品牡丹和想了解牡丹珍贵药
用价值、经济价值的老同志赶快报名申领！

申领发放电话：0543-3370876

珍品牡丹苗向市民免费发放
提升牡丹观赏价值，扩大牡丹珍贵药用资源

无棣县委副书记、县长丁海堂做客在线访谈

五五保保老老人人集集中中供供养养率率达达8800%%以以上上
近年来，无棣县坚持民

生至上，弱势群体为先，民
生事业一年一大步，群众的
幸福感越来越强。每年财政
支出的70%以上用于改善

民生。校车、五保供养、乡镇住院起付线以上全报销、特困
家庭救助基金等民生工作走在全国、全省前列，有效解决
了老、弱、病、困四个方面问题。17日下午，无棣县委副书
记、县长丁海堂做客在线访谈，围绕“树牢宗旨观念，大力
改善民生”主题与网友进行了在线交流。

五保老人集中
供养率达80%
2011年至2013年，无棣县

利用 3年时间，围绕“吃有提
高、病有良医、住有宜居、娱有
所乐”四个目标，组织开展了

“关爱五保老人三年集中行
动”。丁海堂介绍，县乡财政每
年投入五保经费500万元，每
年组织开展一次专项捐助活
动，捐资设立了1200万元专项
资金，专门用于提高五保老人
生活服务质量。五保老人集中
供养标准由每人每年2500元
提高到了5500元，分散供养标
准从1500元提高到了3600元，
集中供养率达到80%以上。同
时新改扩建敬老院11处，新增
建筑面积近1万平方米，9处敬
老院被评为“省级五保供养服
务机构”，5处敬老院被评为

“国家三星级农村五保供养服
务机构”。

丁海堂介绍，目前无棣县
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14万人，
占总人口的16 . 5%。预计到“十
二 五 ”末 ，老 年 人 口 将 达 到
9 . 01万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上
升到20 . 8%。为此，无棣县加快
了养老服务机构和农村幸福
院建设，探索村集体统一集中
建房、产权归集体所有、老年

人免费居住的互助式养老新
模式，年内14处农村幸福院建
成投用。

校车接送学生
从未发生事故
学生上学安全一直是社

会比较关注的问题，无棣县于
2010年在全省率先推行校车
管理运营新模式，被列为全国
中小学校车运营六个试点县
之一，采用政府主导、部门管
理、企业运作、社会联动”的校
车运营机制，确保校车安全。

“截至目前，校车累计接送学
生1000万人次，没有发生一起
交通安全事故。”丁海堂介绍。

同时在学校建设、办学条
件等方面无棣县也高度重视。
2014年标准化学校建设规划投
资1 . 84亿元，新改建学校17处，
建设面积12 . 3万平方米，目前
已完成投资8349万元。其中，职
业学校建设1 . 8万平方米，5500
平方米学生公寓主体已完工，8
月底投入使用，1 . 2万平方米实
训楼正在加快建设。同时，在学
前教育方面，第一轮学前教育
三年行动计划全面完成，全县
共新建、改扩建幼儿园44处。今
年又启动了第二期学前教育三
年行动计划，5处定点幼儿园全
部建成投用。

全报销制度减轻
负担1485万元

丁海堂介绍，无棣县于
2013年1月份在全省率先实施
了乡镇住院起付线以上全报销
制度以来，共减轻群众医药费
用负担 1 4 8 5万元，受益群众
39 . 3万人。与全报销前相比，住
院次均费用1270元、人均自付
费用202元，分别下降了44 . 2%
和75 . 7%，乡镇卫生院住院人
次增长了36%，卫生院医务人
员月平均工资增加513元。

“全报销实施以来，随着卫
生院住院人次的增长，出现了
卫生院服务能力相对滞后的矛
盾，因此，今年我们把提高基本
卫生服务能力作为重点。”丁海
堂在访谈中介绍，无棣县投资
7800万元，新建碣石山、柳堡、
水湾、埕口、西小王、棣丰6处规
范化卫生院。目前，2处已完成
主体工程建设，今年投入使用；
4处正在建设，明年建成。

发放130 . 8万元
救助特困家庭66户
2013年，无棣县在全国率

先设立特困家庭救助基金，全
面保障特困家庭的基本生活。

救助对象确定为因大病、天灾、
事故、上学等原因致使家庭负
债多，在落实各类保险、救助政
策后，基本生活仍然难以为继
的家庭。丁海堂介绍，无棣县财
政出资200万元，并建立每年递
增100万元的制度，列入财政预
算。目前，基金规模已达到1600
万元，共救助特困家庭66户，发
放救助金130 . 8万元。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不
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扩大社
会保障范围。”丁海堂介绍，今
年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
43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440元。
开展了农村低保提标扩面工
作，低保标准由原来的年人均
2500元提高到年人均2800元，
农 村 低 保 覆 盖 率 由 目 前 的
2 . 8%提高到4 . 52%，全县将新
增农村低保人数6393人。“2013
年，全县投入倒房重建资金300
余万元，新建、维修房屋275户。
全县投入冬春生活救助资金
1 5 0万元，救助困难户1 . 4万
户。”丁海堂说，无棣县11个镇
街均设立了慈善分会，大部分
村和企事业单位建起了慈善工
作联络站，开展了“爱心复明”、

“夕阳扶老”等一系列慈善救助
工程，共救助411人次。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无棣县委副书记、县长丁海堂做客在线访谈。

支持道路建设
村民不要拆迁费

本报7月17日讯(通讯员 李
皓阳 张希房 王振国 见习记
者 王璐琪 ) 在滨州市滨城区
的乡村，公路硬化建设还在紧张
进行中，17日记者在杨柳雪镇邓
家村和滨北街道办事处薛家村了
解到，两个村庄因道路通畅打通
了当地经济脉络，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村内的养牛场的效益也有
了提升。

杨柳雪镇邓家村村民的经济
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从前村
里的土路不给村民提供方便，阴
雨天气道路泞泥不堪，天气晴朗
道路尘土茫茫，百姓家的玉米秸
秆、干草等杂物堆放在街道上，挤
占了道路，小轿车开过很容易留
下划痕。去年八月份农村环境整
治活动开展，邓家村党支部书记
梁红军决心抓住在这次机会，为
村庄“换装”。村里有十几户的老
危旧房阻碍了道路建设，他挨家
挨户做思想工作，将27间危房进
行拆迁，这些农户很支持村里道
路建设，不要拆迁费，自觉拆迁，
修路款不够，村民就主动捐款，建
成进村路2 . 05公里。

邓希成已经60多岁了，在修
路之前，两口子以养羊为生，年收
入近4万元，邓家村环境改善后，
邓希成发现羊群一路走过，留下
很多粪便，他决定将自己40多只
羊卖掉，与老伴外出打工，他们现
在每人一天的收入40块，但是他
们毫无怨言，邓希成说：“我不能
因为自己破坏了整个村的环境。”
梁红军被邓希成的行为感动，也
着急村民的经济收入，他说：“农
村环境建设不能影响村民的收
入，如今村里的路修好了，为了稳
定村民的收入，邓家村开始发展
林下经济、水塘、畜牧业和青菜大
棚，改变了原有的外出打工挣钱
的模式，村民的收入都有了提
高。”目前，能容纳20人的老年公
寓、卫生所、超市等也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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