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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进崭新老年房
不再寄人篱下

在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
后岗村村委南边，是一排老年
房。客厅加卧室、独立的小
院……这些老年房是后岗村
在2008年为村里的贫困老人
建的，而张玉所则是这7处老
年房里最早入住的老人。

“之前在外面借邻居家的
房子住。”搬进老年房前，张玉
所借住在邻居家的一处院子
里，虽然条件还不错，但毕竟
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老人心
里总也不舒坦。“没法啊，家里
的三间土坯房还是60年代建
的，房顶的椽都断了。”提起当
年的生活，老人不禁叹息着。

从小跟着父亲长大，父亲
去世后，先天右眼失明的张玉
所没有娶妻生子，独自居住在
父亲留下的三间土坯房里。靠
着肚子里有上过两年小学积
攒下的点学问，干起了担货朗
的买卖。平日里走街串巷做点
小生意，一天几十块钱的收入
让张玉所的日子虽能维持却
始终过得很是紧巴。

尤其是2007年，居住的土
坯房严重损坏，而自己竟然拿
不出多余的钱进行维修，这让
当时53岁的张玉所对自己以
后的老年生活充满了焦虑和
担忧。“年纪越大，身体一年不
如一年，买卖也做不动了。”摆
在张玉所面前的形势在他看
来是非常严峻。

恰恰那时，生活出现了转
机，2008年，王因街道和后岗
村联合出资在村委的南面空
地上盖起了7间平房，为的就
是照顾村里的孤寡和独居老
人。这一利好政策让当时正处
在焦虑中的张玉所看到了希
望。2009年，作为符合条件者，
张玉所第一个搬进了崭新的
老年房。

日子过得舒坦了
他想回报社会

低矮的篱笆、绿油油长势
喜人的葱苗，张玉所前几天刚
刚种下的茄子和辣椒也开始
返苗……早晨在广场上遛个
弯、回来打点豆浆当早饭、午
后躺在院外的躺椅上眯一会，
空闲了再跟临屋的老李头听
听广播、聊聊时事……在这里
住了近10年，张玉所的日子是
一天比一天过得舒坦。

“ 现 在 一 年 可 以 拿 到
3000元的低保，每月有160元
的二级残疾补贴和生活补
贴，过年过节村里也会给补
助。”张玉所给自己算了一笔
账，2014年被村里建档立卡
为精准扶贫户后，每年除了
自己生病吃药的钱，还会有
一点节余，用这一小笔富余
的钱，张玉所也想提升一下
自己的生活品味。

“刚搬进来时村里给配
了床和被子。”用自己做小
买卖攒下的2 0 0元钱，张玉
所首先去添置了一台二手
的电视机。“我这人没啥爱
好，就是喜欢听听广播、
看看电视，不然一个人也很
无聊。”那台二手的电视机
现在还在张玉所的床头上
放着，每天按时播放《新闻
联播》。

现在，张玉所的两间房
里，已经满满当当。电饭锅、豆
浆机……每年，他都会给家里
添置一点点物件。去年春节，
因被纳入精准扶贫户，村里的
企业大成钢构为他送去500元
分红、市慈善基金也送了500
元，用这1000元，张玉所给自
己添置了一台大件，买了一台
电冰箱。

“这些真是老辈的都没见
过的东西，和以前比，是一个
天上一个地下。”张玉所把他
现在的好生活都归结为政府
的政策红利。过上了舒坦的日
子，晚上躺在床上，他也开始
琢磨着要做点什么来回报社
会。

来回奔波了三趟
签下捐献协议

因基本没劳动力，离世后

捐赠出自己的遗体成为了张
玉所选择做贡献的方式。

“死后捐赠遗体”。这是
张玉所从收音机里听来的。

“第一次从收音机中听到捐
赠遗体这件事，这一想法就
在他脑中打转了。”老张说，
当时他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
邻里，多数人对他的这一决
定都不以为然，但这个想法
却在张玉所心里扎了根。他
认为这是他回报社会最可行
的一种方式。

2016年12月份，又拿到了
社会好心人赠送的3000元慢
性病药物。感动之余，张玉所
觉得是自己该做点什么的时
候了。拿起手机，先拨通了
114，张玉所查询到了济宁市
红十字会的电话。

看到张玉所办理的手
续，作为后岗村村委委员的
王洪健不免有些意外，更多
了份敬意。“遗体捐献这个
事，他说过几回，我也没当回
事。”可当张玉所带着表格上
村委办理手续时，王洪健直
言，没想到他竟真干成了这
件事。由于是孤寡老人，王洪
建索性成了老张捐赠遗体的
执行人，在捐赠协议上也签
上了自己的名字。

办手续来回周转了三次，
2017年2月3日，张玉所将一张
《遗体捐献登记证书》带到了
村委，委托村委来保管。“我的
编号是170001，工作人员说我
是2017年第一例登记的志愿
者哩。”拿到登记证书，张玉所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同
时，他心里还萌生了那么一点
自豪感。

捐赠遗体的消息很快在
村里传开，张玉所也一下子成
了焦点。“在农村像‘入土为
安’这样的观念很重，不少人
都表示不理解，也难免有说不
好听的话的。”对这，老张看的
很淡。“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头
来都是两眼一闭，可在这世
上，总得干点有意义的事。”张
玉所用“捐赠遗体”这种方式
干了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他
说，这是自己的选择，不会后
悔。

政府让他晚年过上好日子，老张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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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要干点有意义的
事回报社会。

本报济宁5月4日讯(记者
贾凌煜) 日前，济宁市人

社局将开展社会保险基金收
支情况专项检查。此次检查，
接受社会监督，市民如发现社
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等方面
的违规行为，可拨打2966979
举报。

本次检查范围为2014年
以来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的征
缴和支付情况，重点检查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非财政
全额拨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的征缴和支付情况，
涉及社会保险费申报、缴费基
数稽核、按时足额征收缴纳情
况、社会保险待遇等基金支出
的审核和拨付情况等内容。

济宁自推行“全民参保”
以来，逐渐实现参保全覆盖，
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
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庞大，业务
繁杂，济宁市各级社保经办机
构都会进行稽核，查处不少违
法违规行为。

在退休人员养老保险领
取待遇认证方面，各县市区社
保经办机构采取多种方式动

态认证，同时利用民政、公安
等部门殡葬、户籍注销数据信
息，与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信息进行比对，对疑似死亡人
员进行停发待遇并核实处理，
严查冒领或多领养老金行为。
比如，2015年鱼台县人社局通
过市公安系统人员比对疑似
死亡名单对全县各乡镇、街道
开展全面清理死亡冒领养老
金专项行动。通过与公安部门
数据库对比等方式核实，共查
处死亡冒领养老金276人，其
中机关事业养老6人，企业职
工养老10人，城乡居民养老
260人。对拒不退还冒领养老
金的采取依法追收。通过法律
程序，采取民事诉讼和行政执
法方式，依法追回冒领的养老
金。

此次检查，接受社会监
督，市民如发现社会保险基金
征缴、支付等方面的违规行
为，可通过电话或邮件进行举
报 投 诉 ，电 话 为 0 5 3 7 -
2966979，也可发送邮件到电
子 邮 箱 ：j i a n d u 0 5 3 7 @
163 .com。

济济宁宁稽稽核核社社保保基基金金

发发现现这这些些行行为为可可举举报报

本报济宁5月4日讯(记者
于伟 通讯员 杨中现)

日前，全市成品油批发、仓储、
零售经营企业年检已全面完
成。本次年检共审查成品油零
售企业707座，688座零售企业
年检合格，19座零售企业限期
整改。

年检时，济宁把车用油品
升级完成情况作为年检的重
要内容，重点检查成品油批
发、仓储、零售经营单位进油、
销售新国标车用油品的证明
材料，经审查全部提供了销售
新国标车用油品的凭证。审查

了零售经营企业对外开放的
水冲式厕所照片，成品油经营
企业提交了在2017年底前完
成单层罐更新为双层罐或防
渗池设置的承诺书。

据悉，全市共有具备成品
油经营资格批发企业6座、仓
储1座、零售企业707座申报了
2016年度成品油经营企业年
检材料，经严格审查，其中，6
座批发企业、1座仓储企业、
688座零售企业年检合格，19
座零售企业限期整改。全市共
销售汽油45万吨，销售柴油40
万吨，合计共销售85万吨。

济济宁宁成成品品油油年年检检完完毕毕
1199座座零零售售企企业业要要整整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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