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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要闻

本报社区服务月活动启动
包括“社区大讲堂”和“读者服务节”，将走进多个社区为读者服务

本报聊城 5 月 21 日讯
(记者 郭庆文 通讯员
史晓玲) 21 日上午，由聊
城市委宣传部、市社科联
组织的第十届社会科学普
及周活动暨“我的中国梦·
宣讲进基层”专题活动启
动，活动时间为 5 月 20 日
至 5 月 26 日。

今年社会科学普及周
活动的主题是“贯彻落实
十八大精神，建设科学发
展先行区”。目的是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弘
扬科学精神，提高广大干
部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
文化素质，通过宣传普及
与广大群众生产生活密切
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推
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进
机关、进农村、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更好地为
聊城市建设冀鲁豫三省交
界科学发展先行区、创造
聊城人民的幸福生活服
务。

本届社科普及周期
间，将举办社会科学知识
竞赛、主题报告会、“我的
中国梦·宣讲进基层”专题
活动、社区专题讲座、街头
义务咨询、社科成果展览、
社科专家基层调研等活
动。

格头条相关

聊城第十届

科普周启动

本报聊城 5 月 21 日讯
(记者 张超) 经过近一年
多的紧张施工，近日，位于
古城区的七贤堂建筑群已
基本完工，建筑群总用地
3300 平方米，新落成的七贤
堂将成为古城的又一人文
历史景观。

七贤堂位于古城楼西
大街西首路北，原名七贤
祠，是古城一处古香古色、
幽静肃穆的仿古建筑群，建
筑群包括山门、东配殿、西
配殿、碑廊、崇圣堂等 10 处
建筑，祀奉着王道、穆孔晖、
孟秋等七位贤人。

据了解，2010 年聊城市
委、市政府审议通过了《古
城保护与改造工程修建性
详细规划》，其中确定恢复
包括七贤堂在内的多处历
史建筑。七贤堂建筑群于
2012 年破土动工，总用地面
积 3300 平方米，恢复规划
参考了大量传统北方祠堂
布置格局和功能分布，并参
考了现存北方早期祠堂历
史资料及空间布局，再现了
原七贤祠的主要格局。

古城七贤堂

复建基本完工

本报聊城 5 月 21 日讯 (记者
刘铭 刘云菲) 齐鲁晚报·今

日聊城即将迎来四周岁生日，为
感谢及回馈社会，22 日起，本报
将推出社区服务月活动。首场活
动将联合聊城市委宣传部、市社
科联主办社区大讲堂，于 22 日下
午在柳园街道办王天甫社区开
讲，将邀请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
刘平易讲授家庭教育，感兴趣的
市民可前去参加。

齐鲁晚报·今日聊城自 2009
年 6 月 18 日创刊以来，一直秉承
着“全心全意为聊城人民服务”的

办报宗旨，全面记录展现了聊城的
巨大变化，并举办了百余场公益活
动。随着创刊四周年的到来，本报
推出了系列公益活动，以回馈广大
读者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厚爱。5
月 22 日起，本报推出社区服务月
活动，包括“社区大讲堂”和“读者
服务节”。活动将持续一个月，陆续
走进城区多个社区。

其中，“读者服务节”活动将为
社区居民带去义诊专家；交警、户
籍警现场坐班；消协接受现场投
诉；免费检测血压计；文物专家现
场鉴宝；本报律师团受理法律咨

询；公交集团现场发放公交线路
地图；旅行社为暑期游支招；银
行、保险等金融机构教理财；安利
营养师提供营养咨询；本报民生
服务队提供现场订报、现场接受
小记者报名等。活动当天，读者可
向本报提供新闻线索、也可以就
报纸内容向本报提出意见和建议
等。另外，现场订阅本报的读者可
获赠精美礼品。

“社区大讲堂”活动，将陆续走
进多个社区，为市民送去丰富多彩
的公益讲座。“社区大讲堂”将打破
讲堂设在学校和图书馆的限制，讲

述居民关心的话题；内容具体实
用，形式多样，旨在丰富社区文化
生活，践行“全心全意为聊城人民
服务”的办报宗旨。首场讲堂于 5
月 22 日下午 3：00 — 5：00 在柳园
街道办王天甫社区举行，此次讲座
邀请市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刘平
易讲授家庭教育，内容为“了解你
的孩子”，有兴趣的市民可前去参
加。

活动地点：王天甫社区 (柳园
路原裤子大王南胡同里。)

乘车路线：1 路、5 路、303 路、
S7 路公交车等可到达。

站前街今天下午全线通车
比预定工期提前两个多月

本报聊城 5 月 21 日讯(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张迪) 21

日，记者从聊城市住建委获悉，
站前街将于 22 日下午 5 点左右
改造完成并恢复通车，比预定工
期提前了两个多月。

据了解，站前街总改造长度
2729 米，道路红线宽 46 米，快车
道宽 30 米。改造工程于 3 月 28
日开工，计划 7 月 31 日竣工。为
不影响正常通行，建设部门对站
前街进行分阶段改造施工。

站前街道路改造相关负责
人介绍，站前街作为通往火车
站、汽车西站的必经之路，原快车
道经长期使用，随着过往车辆日
渐增多，路面出现了坑槽、龟网裂
和面层松散、老化、鼓包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效率，还
影响着城市的美观。22 日下午 5
点左右改造完成并恢复通车后，
站前街将更加平整、耐用、牢固，
市民出行更加通畅、方便。

本报聊城 5 月 21 日讯(记者
刘云菲 通讯员 冯刚 刘亚彤)

21 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聊
城本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开始
调整，以 2012 年度全省在岗职工
平均工资 42572 元为依据，缴费基
数确定为我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
平均工资 3547 . 67 元的 60% —
300% ，最低为 2129 元，最高为
10643 元。

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参
保单位应按 2012 年度(201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全部职工工
资总额作为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期间的单位缴
费基数申报。缴费职工个人以本
人 2012 年月平均工资作为个人

缴费基数申报，该申报数低于我
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
60%(即 2129 元)或高于 300%(即
10643 元 )的，需调整申报数，按
2129 元或 10643 元申报。工资总
额的构成以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口
径为准。申报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0 日。

其中，企业养老保险缴费比
例为 26%(其中，单位 18% ，个人
8%)；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
员(含失业人员)缴费比例为 20%
(其 中 ， 单 位 1 2% ， 职 工 个 人
8%)；医疗保险缴费比例为 9%(其
中，单位 7% ，个人 2%)；失业
保险缴费比例按省有关规定执
行；工伤保险缴费比例为 0 . 5-

3% ，职工个人不缴费；生育保
险缴费比例为 1% ，职工个人不
缴费。

参保单位应以 2012 年 12 月
底参保人数作为 2013 年申报缴费
人数。2012 年度至申报日的增减
人员，按缴费窗口要求填报增减表
作调整。

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是职工个
人享受各项社会保险待遇的计算
依据，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参
保单位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参保
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如实申报。对
瞒报、少报基数和参保人数，逾期
不申报或不如实提供资料的，一经
查实，按《社会保险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和单位作出的承诺予以

责任追究和经济处罚。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聊城

市实际，今年继续执行社会保险费
缓缴政策，参保单位因生产经营困
难确实无力按期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要于每月的 20 日之前填写《社
会保险费缓缴申请书》，交社会保
险审计稽核部门稽核确认缴费能
力，报请政府审批后方可缓缴，批
准缓缴期内免收滞纳金。

参保人数、缴费基数一经确
认，须在当月底前将 4 月后欠缴的
社保费一次性缴清。延期缴纳的，
自次月起加收滞纳金及利息。基数
申报工作中遇到相关问题，请及时
与基数审核和征缴部门联系。联系
电话：2189332、2189223。

2013 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调整

最低 2129 元，最高 10643 元

21 日上午，站前街北段正在铺设沥青。 本报记者 张召旭 通讯员 张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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