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店区沣水镇高炳东村有
一家幸福院，那里70岁以上的老
人只要花1元钱，就能享受到可
口的午餐。这一做法为村里高龄
老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实惠，
赢得了老人和子女的广泛赞誉。

本报记者 马玉姝
通讯员 翟鹿婷

象征性收一元

便于统计就餐人数

7月9日上午11点，距离开饭
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张店区沣水
镇高炳东村的老人们早已坐在
幸福院的一元餐厅。78岁老人高
翠华说：“在这吃饭卫生又方便，
我们特别踏实，孩子也放心。”

餐厅打扫得一尘不染。饭点
一到，工作人员将饭菜端到窗
口，开始给老人们分发。“餐厅菜
品每天不同，有虾皮豆腐、炸鱼、
炸肉、洋葱炒肉、西红柿鸡蛋汤
等，主食有馒头、蒸包、油饼、花
卷等，大米饭、小米粥。蔬菜全部
是村里大棚种植的有机蔬菜，绿
色无污染。 现摘现做，新鲜又
有营养。”工作人员张金丽说。

吃饭期间，工作人员根据老
人的饭量，为老人添加饭菜。据
介绍，每位老人只需缴纳1元钱，
就能领到1张就餐卡。厨房根据
领取就餐卡人数准备午餐。“人
来多了不够吃，来少了又浪费。
收一元只是象征性的，便于统计
就餐人数。”张金丽说。

“就想让老人

踏踏实实吃上热乎饭”

据该村书记高连国介绍，村
里的年轻人大多都在周边村里
的企业上班，老人独自在家，吃
饭只能随便应付一下。“村里的
老人常坐在外面聊天解闷，有一
次我问起老人为什么不回家吃
饭，他们说，孩子们不在家，中午
将就着吃一顿，或者干脆等到子
女下班回家一块吃。老人们常饥
一顿饱一顿。”

这深深触动了高连国，就想
着一定要让老人吃上一顿热乎
饭。2016年9月，村里投资90余万
元建起幸福院。

高连国说：“我当时提出利
用幸福院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
的时候，周围很多人都说肯定
坚持不了半年。我当时的想法
就是，我们村两委一定会想方
设法首先解决老人的吃饭问
题，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
依。”

村集体收入

优先花在老人身上

这个每天提供一元午餐的
场所成了村里老人温暖的家。

提起幸福院，村里的年轻人
都很感激。“我跟丈夫都上白班，
中午不能回家做饭，我婆婆吃饭
就成了问题。自从村里办了幸福
院之后，村里的老人都到那去一
块吃饭，聚在一块还聊聊天，也
能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们都十分
感激。”村民洪爱珍说，“自从建
起幸福院，老人脸上红润了不
少，精神面貌也比以前好很多。”

高炳东村有村民1221人，村
集体一年收入50多万元，每年用
在老年人身上的就有20多万元。
高连国说：“现在村里利用330多
亩土地，建了二十多个蔬菜大
棚，为百姓提供就业的同时，也
给村里的贫困户分红，收入全部
用来发展乡村振兴，增加村里的
基础建设，让老人的生活水平得
到切实的改善。”

张店区沣水镇高炳东村幸福院餐厅为高龄老人解决吃饭难题

7700岁岁以以上上老老人人花花11元元就就能能吃吃热热乎乎饭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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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路春菲) “没想
到市人社局担保中心的工作这
么高效，一次都不用跑，小程序
申请比我第一次申请更加便捷
了！”李莉是“双创”热潮中的一
员，2016年注册成立了一家美容
院，经营美容、化妆品批发。

2017年，李莉在事业上遇到
了资金周转的难题，随后通过申
请创业担保贷款，添置了美容设
备，促进了事业的发展。2018年，
李莉了解到市人社局担保中心

推出了微信小程序。“还清贷款
后，我通过微信小程序向市人社
局担保中心提交了二次贷款申
请资料。第二天一早，担保中心
的工作人员就打电话告知审核
通过，要进行实地店面考察。几
天后就收到了十万元贷款。”李
莉说。

来自淄川区与爱同行乡情
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社长孙富业
也是受益的一员。该合作社是农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种植的
连翘与树下种植项目都将按照
不同的比例返还给用户。

孙富业曾于2017年取得了
创业担保贷款。他表示，由于合
作社业务繁忙又身处深山，他不
便于随时了解新政策，“这次市

担保中心上门宣传新政策和小
程序使用非常及时。还清贷款
后，我还会继续使用微信小程序
进行再次申请，节约往返成本。”
孙富业说。

创业贴息贷款是指通过政
府出资设立担保基金，委托创业
贷款担保机构提供贷款担保，采
取一定的反担保措施，由经办金
融机构发放，政府给予一定贴
息，以解决符合条件的各类创业
人员从事个体经营过程中流动
资金不足的一项政策性贷款。

记者在微信搜索栏里输入
“淄博创业贴息贷款”便出现该
程序，打开界面，可关联自己的
微信信息。程序共分为贷款和咨
询、创业咨询两大部分。如果申

请者想要申请创业贴息贷款，则
需要登录“我要贷款”，在填写本
人信息、项目情况(填写执照名
称、注册编码、经营地址、固定资
产等信息)、申请贷款(填写贷款
数额、贷款期限、选择受理机构
等信息)后，提交贷款申请，一份
创业贴息贷款的申请就自动传
至对应市直或区县的创业贷款
担保中心。

淄博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在微信提交申请
后，他们在办公地点会实时收到
申请，工作人员会尽快进行核实
信息，随后与申请者联系，进行
实地考察。通过相应的实地考察
后，创业者就可领到贷款。

此外，为了给更多的创业者

提供咨询，记者看到，该小程序
还设有“我要咨询”板块。在该板
块，有不少创业指导员，可针对
劳动保障政策、电梯销售、房地
产营销策划、信贷管理等领域进
行咨询。在创业资讯领域，则为
创业者提供了最新的创业资讯。

“淄博创业贴息贷款”小程
序推出后，拉近了经办机构与创
业者的距离，让创业者足不出户
便可享受创业政策的红利。
相关链接：

淄博市人社局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联系方式：张店昌国西路
88号陶瓷科技城会展中心2017房
间，3189111；张店区创业贷款担
保中心：新村路 9 9 号，电话
5207990。

在在家家点点点点手手机机即即可可申申领领创创业业贴贴息息贷贷款款
通过微信小程序还可查看申领进度，让创业者足不出户便可享受创业政策的红利

本报7月11日讯(记者 李洋
通讯员 刘雯雯) “由于时

间关系，今天只能到这里了。”日
前，张店体育场街道行调办主任
董勇在街道综治平台“随手拍”
栏目上回答了辖区网民30余个
问题后，不得不以这样略带歉意
的方式结束一场讨论热烈的“微
互动”。

记者了解到，体育场街道通

过微信公众号在办事处领导与
居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新的沟通
渠道，居民通过照片和文字的形
式把问题反映到平台上，领导通
过视频或文字的形式直接回复。

与街道值班领导在微信上
“面对面”，辖区网民兴趣浓厚。
综治平台“随手拍”栏目正式启
用后，辖区网民提问的热情和数
量更是快速上涨。

由于第一次开通微信“随手
拍”栏目，街道对问题数量的众
多还是估计不足，值班领导董勇
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进行
回答。值班结束时，他表示：“今
天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回答，我会
转到各个相关部门。”据体育场
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以后周一到
周五的工作时间都会有领导值
班，并随时帮居民答疑解惑。

问问题题““随随手手拍拍””，，街街道道领领导导来来答答疑疑
张店体育场街道“微互动”搭起与居民沟通新途径

创业故事

胜日寻芳总是春，研学旅行皆教育
本报讯 张店区铁路小

学从生命发展的角度，立足学
生的未来，培养人的核心素
养，让学生成为幸福快乐、自
主探究、思维创新，能力多元
的人。为此，研学教育成为该
校一个新的教育创新突破点。

张店区铁路小学常年和
校外研学基地建立了合作机
制。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分别
组织学生到淄博市法院、淄博
联通展览馆、张店车站街道办
事处兴东社区科技展览馆等
企事业单位展馆和工作场所
参观学习，学生在参观过程

中，收获到丰富的前沿知识，
获得愉快的精神体验。同时，
学校利用各企事业单位开放
日，发动学生开展研学旅行。
学校坚持12年一直在做天文科
普观测实践课题，通过天文知
识讲解和野外天文观测，让学
生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

张店区铁路小学将研学
教育纳入学校工作计划和三
年发展规划，并做出重要安
排，作为学校育人的一个创新
做法，真正让学生走出课堂，
既学到知识，心灵也得到释
放。 (张健)

张店区南定小学召开支教教师座谈会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南

定小学召开了支教教师座谈
会。

座谈会上，付光辉校长对
支教教师在工作中踏实勤恳、
虚心刻苦的工作作风表示了
肯定，并对支教教师克服困
难，舍弃城区优越的生活，为
南定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作

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他们
返回学校后努力完善自己，取
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支教老师
纷纷发言，对学校领导对自己
的关爱和重视表示感谢，今后
将把这次支教经历作为人生
路上的宝贵财富，将以最大的
工作热情投入到以后的工作
当中。 (王新建)

鼓干劲，细指导
张店区南定小学研修纪实(一)

本报讯 近日，张店区南
定小学举行了2018年“互联网+
教师专业发展”工程启动仪
式。

仪式上，学校科研处许凌
主任分别从研修起止时间、学
员研修任务及要求、网络课程
学习考核办法、工作坊、学分
以及网络信息宣传等方面对

全体参训学员进行了全面而
深入地讲解指导。

全体参训学员认真倾听
并不时记录，对本年度网络远
程研修的环节流程有了更加
清晰地认识，相信此次研修一
定能及时保质保量的完成，让
教师专业素养再上新台阶。

(李光)

淄博职业学院快递专业

入选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
本报讯 近日，教育部发

文公布了2018年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名
单，淄博职业学院作为第一主
持单位的快递运营管理专业
教学资源库获批成为2018年部
本专项支持立项建设的资源
库项目。

据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建设是教育部组织开
展的国家级项目，是推动信息

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与
实施领域综合应用的重要手
段。快递运营管理专业教学资
源库由淄博职业学院与国家
邮政局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
心、中国快递协会共同主持，
同时联合了全国26家单位共同
建设。其中包括高等教育出版
社、圆通速递有限公司，以及13
所高职院校。

(陈江宁)

工作人员为老人添加饭菜。 本报记者 马玉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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