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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暖万家·关爱困难群众生活”冬春救助活动启动

44..88万万困困难难户户获获22662200万万元元救救助助金金
本报1月11日讯(通讯员 李

海涛 记者 刘哲) 9日，2015
年滨州市“情暖万家·关爱困难
群众生活”冬春救助活动正式启
动，2015年的冬春救助活动中全
市将发放救助金2620万元，使
4 . 8万困难家庭得到救助。

滨州市已经连续5年开展了
“情暖万家·关爱困难群众生活”
冬春救助活动，在2014年的活动
中，全市投入资金1380万元，通
过向受助家庭提供现金和生活
用品等，救助困难群众28892户。

而在这次的活动中，救助金
和受助对象数量都将翻一番，将
发放发放救助金2620万元，其中
市以上拨款780万元，县区自筹
1840万元，使4 . 8万困难家庭得
到救助。其中邹平和博兴两县救
助力度最大，分别以733 . 4万元
和670万元救助6942户、13400
户。

在2014年全年的救助行动
中，全市共争取到了财政资金
3 . 07亿元，使救助标准一再升
高。2014年，全市城乡低保标准

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440元和
240元，月人均补助分别提高到
298元和172元，全市城乡低保对
象达到15 . 6万人，低保覆盖率达
到4 . 1%，较2013年底增长1 . 3万
人。全市农村五保集中供养和分
散供养标准也在2013年的基础
上再增加600元，平均达到每人
每年5950元和3955元。2014年1-
3季度，全市累计支出医疗救助
资金2068万元，救助困难群众
96327人次。

2014年11月，滨州市出台了

《关于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意
见》，进一步规范了临时救助对
象、流程和标准，建立起了较为
完备的临时救助制度，作为全省
7个“救急难”试点县之一，无棣
县设立特困家庭救助基金，支出
资金185万元，救助特困家庭74
个。与此同时，全市所有91个乡
镇(街道)全部建立统一规范的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救助窗
口，使需要救助的家庭困难人群
有了便捷的申请通道。

市民政局局长张兆杰表

示，2015年，民政部门将重点做
好五项工作：提高最低生活保
障和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标准、
全面开展临时救助工作、做好
受灾群众冬春生活安排工作、
积极开展慈善救助活动，第五
项就是“情暖万家·关爱困难群
众生活”救助活动。“这次救助
活动主要以现金形式向困难群
众发放，将按照民主评议、登记
造册、张榜公布、公开发放的程
序，使救助金的发放过程能够
得到市民的监督。”

引引火火上上车车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杜
雅楠) 业主不在家把车停到楼
道门口，不想却被火烧毁了车
头。10日下午，麒麟阁小区东北
边火苗引燃了停靠在草坪旁的
一辆商务用车，整个车头全被
烧毁。

11日，记者来到位于黄河
十二路渤海十路的麒麟阁小
区，小区东北角上仍然弥漫着
浓重的烟熏味，自草坪东缘起
至中间约四、五十平米的干草
均被烧得漆黑。一辆三厢的灰
色商务用车停在草坪外，近三
分之一的车身均被烧过，车头
部位的车灯、散热器、前横梁、
挡泥板几乎全被烧毁，正副驾
驶的两个车窗也全部破碎，透
过车窗可以看到车内座椅全被
熏得漆黑，车头下的地面上积
满了黄绿色的灰，散发出浓重
的焦臭味。

据小区业主刘女士介绍，

10日下午自己在家休息，突然
闻到楼下传来很浓的烟熏味，
自己从窗户里探头看才发现楼
下的草坪上着起火来。“当时只
觉得烟很大，味道也很浓，还不
知道汽车被烧了，现在想想多
危险啊，得亏汽车没爆炸！”

业主张先生称，近日小区
物业为了绿化才开始燃烧枯
草，但是当日风大，一点着火苗
就到处窜，火也越烧越大。“这
辆车就是楼上业主的，着火的
时候业主也不在家，汽车着火
了以后很多来围观的业主都赶
紧帮忙灭火，消防栓打不开，很
多人都直接用脸盆盛水过来
泼。”

而物业办公室一名保安人
员介绍，草坪着火并非物业烧枯
草所致，而由于失火草坪在角落
里，监控中监测不到着火原因。

截至目前，记者尚未联系
到物业公司负责人及车主。

迎迎头头相相撞撞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
领娣 王茜茜) 11日下午1点
半多，经济开发区渤海二十四
路与北外环交叉口，一辆小轿
车与大货车相撞，小轿车车头
被撞得模糊不清，大货车的两
前轮被撞掉，油箱被撞裂，油洒
了一地，事故发生后，小轿车司
机受了轻伤，目前正在医院检
查，其他人员并无伤亡。

下午2点半多，记者赶到事
发现场，一股刺鼻的汽油味

“迎”了上来，柴油、汽油混合的
液体洒了一地，两辆事故车辆
周边站满了正在围观的市民，
小轿车的车头被撞得面目全
非，线路都露在了外面。大货车
的车身呈拐弯状，车头的两个
轮子均被撞掉，车头与车身相
连处的邮箱被撞裂，油撒了一
地。西城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事
故。

据一位目击者称，他赶集

回家的路上，刚穿过路口，一辆
自西向东行驶的东风雪铁龙轿
车与一辆正要左拐弯的大货车
相撞，“小轿车撞到大货车之后
又被反弹出去了，转了180度，
所以现在小轿车的车头是朝西
的。”该目击者称，当时小轿车
车速很快，“肯定超过100了。”

事发现场，记者并没有找
到两车驾驶员，目击者称，事故
发生后，小轿车的司机捂着肚
子从车上走了下来，自己拨打
了120急救电话，“我问他有事
吗？需要帮助吗？他回应说没
事，120来了之后。他就跟着上
车走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西城交
警事故科得知，事故当时情况
还不清楚，只有小轿车司机受
了轻伤，现在还在医院接受检
查，其他无人员伤亡，目前已把
双方车辆扣留，事故原因和责
任认定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黄黄河河龙龙百百余余年年不不间间断断生生产产
老窖泥和百年陈酿被收藏为馆藏文物

本报 1月 1 1日讯 (记者
韩志伟 ) 10日上午，30名消
费者参加了银座超市的“任你
游”活动，近距离参观了黄河
龙集团生产基地的固态酿造
生产线和百年陈酿酒窖，据介
绍，黄河龙集团是山东省最早
和连续不间断生产时间最长
的白酒企业。

记者跟随参观团首先来
到黄河龙的固态酿造厂，在耿
厂长的带领下，一行人参观了
固态酿造的全过程，耿厂长介
绍道，纯粮固态发酵白酒是采
用完全传统的酿酒工艺，以粮
食为原料，经粉碎后加入曲
料，在泥池或陶缸中自然发酵
一定时间，经高温蒸馏后生产
出来的白酒。制作过程中，对
选料、生产用水、制曲过程、窖
池数量、入窖固态发酵、蒸馏、
贮藏、勾兑、灌装等现代化的

理化分析程序都有一定的要
求。“黄河龙的老窖池群和富
含微生物的老窖泥，从诞生至
今一百多年持续生产，在山东
境内是唯一的一家，既秉承了
古法酿酒工艺，又创造性地发
展了现代五粮酒工艺，产出的
酒具有陈香优雅、多粮风格明
显、绵甜柔顺、回味悠长的鲁
酒风格，展现了北派白酒酿造
技术的经典风范”。而据随行
的工作人员介绍，公司的百年
老窖泥甚至被淄博市博物馆
收藏为馆藏文物。

在黄河龙强恕堂陈年酒
窖内，记者看到富有古典气息
的陈设架上摆满了强恕堂酒，
分别盛装在翡翠色、红色和黑
色的酒瓶内，这些酒价格不
菲，同时也被淄博市博物馆收
藏为馆藏文物。山东黄河龙集
团起始于清光绪年间桓台九

品名士王士祯创办的酿酒作
坊，1922年，晚清举人王国锡
以书斋“强恕堂”命名酿酒作
坊。百余年来，强恕堂酒坊经

历了私营、公私合营、国营、股
份制民营的历史变迁，是山东
省最早和连续不间生产时间
最长的白酒企业。

消费者参观黄河龙集团强恕堂陈年酒窖。

110报警平台

一年接警50多万个

“110,与您携手共创平安。”
在全国第29个“110宣传日”来临
之际，1月9日上午，市公安局在影
剧院广场举办集中宣传活动，向
社会各界宣传滨州市110接处警
工作取得的成绩，展示公安机关
在便利民方面的新举措和广大民
警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人民
的新战果，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
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在活动现场，市公安局设置
了110服务宣传咨询点、破案战果
和警用装备展示区、业务咨询和
安全防范宣传区等多个区域，樊
守林等局领导一一来到每个展区
前，仔细听取工作人员介绍，详细
了解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并参与
到宣传活动中来。

在110服务宣传咨询点，民警
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单，现场接
受法律咨询，讲解有关110使用方
面的常识，让人民群众了解110接
处警范围和公安机关的职责范
围，同时征求群众对110接处警工
作意见和建议。在公安业务咨询
和安全防范宣传区，民警认真接
受来访群众的咨询，耐心解答每
个疑问，积极向群众宣传户籍、出
入境、、法制、交通管理等有关业
务办理程序、步骤等，并细心向群
众讲解防火、防盗、防电信诈骗等
安全防范常识、技巧。

在破案战果和警用装备展示
区，特巡警支队、消防支队等警种
将警用武器、警械、搜救设备搬到
了现场，吸引了许多市民的目光，
尤其是一些不常见但在打击犯
罪、服务群众关键时刻能发挥巨
大作用的警用设备令群众大呼过
瘾。在这次活动中，特巡警支队还
首次展示了新购置的排爆球、单
警平衡车、水炮车，展现了近年来
我市公安特巡警反恐处突能力的
长足进步。精心制作的展板，图文
并茂、形象生动地展示了2014年
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在打击违法
犯罪，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
举措和成效，进一步增强了群众
的安全感。

据了解，滨州市110报警服务
台建立于1996年，经过18年的发
展，各方面服务和建设迈上了一
个新台阶，形成了以110指挥中心
为龙头，以巡特警为骨干，以派出
所、刑警队为基础，其他警种和群
防群治力量为补充的110接处警
工作模式，提高了110快速反应能
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据统计，2014
年全市110报警服务台共接电话
呼入503520个，比去年同期上升
6 . 9%,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2500
余人、救助群众6500余人次。

本报记者 王忠才

停在草坪边的汽车车头被完全烧毁。 两车头部均被撞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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