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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要闻

影影剧剧院院修修葺葺一一新新迎迎曲曲艺艺盛盛宴宴
7月25日至29日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演拉开帷幕，40多个曲种节目参演

农村基本实现

领取养老金足不出户

网友：张光峰书记在年初的
工作目标会上提出了“五个更加
注重，五个坚持发展”，其中说到
要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坚持民本
发展，而社会保险工作是民生工
程重要的组成部分，请问人社局

在社会保险方面怎样落实市委市
政府决策的？

杨万邦：近几年来，在大家的
努力下，滨州市的社会保险工作
基本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失有所助、伤有所补。其中，妥善
解决了城镇未参保集体企业退休
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全市2310
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已全部纳入基
本养老保险范围，并享受养老金

待遇。启动失业保险金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截至目前，
已为53016名符合条件的失业人
员发放价格临时补贴195万元，有
力保障了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
近年来，社保基金总体运行情况
平稳，未发生违规违纪行为。

网友“东方亮剑”：老有所养
一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
德。众所周知，社会保障体系的主
要内容之一是养老保险，而养老
保险的难点在农村，目前滨州市
农村养老保险现状如何？

杨万邦：自古以来，养老问题
一直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在
广大的农村，仍然实行的是家庭
式的养老模式，也就是平常所讲
的养儿防老，老人的生活没有固
定的保障。为了解决农村居民养
老问题，2011年我市率先在全省
实现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全覆
盖，目前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的参加人数已经达到154 . 49万
人，每个月有53 . 87万60周岁以上
的老人领取养老金。另外在今年1
月份，我们把养老金待遇提高到
了每人每月70元，邹平和开发区
更是达到了每人每月80元。而且
为了进一步方便农村的老年居民
领取养老金，我们在全市5245个
行政村布放金融终端设备5600余
台，基本实现了养老金领取足不
出村。

“万人就业援助计划”

帮万名困难户实现就业

网友“90后”：请问杨局长“万

人就业援助计划”的开展情况如
何？

杨万邦：在上半年我们全
市实现城镇就业25096人，新增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1509人。

“万人就业援助计划”的推进和
实施对就业工作整体上水平发
挥了积极作用。大力开发公益
性岗位, 全市上半年新增公益
性岗位324个，企业吸纳就业困
难人员442人，灵活就业落实社
保补贴227人。全市扶持家庭服
务业企业 1 6个，吸纳就业 5 2 6
人。落实“第一书记”派驻村劳
动保障协理员补贴，今年第一
季度共发放补贴16 . 6万元，涉
及10个县区，195个村。对参加
去 年 全 省 创 业 大 赛 的 滨 州 选
手，给予2-5万元奖励，共发放
奖励资金3 0万元。加大小额担
保贷款工作力度，全市新增小
额担保贷款11554万元，新增创
业7344人，创业带动就业人数
21634人。进一步完善小额担保
贷款政策，积极筹建隶属于市
人社局的小额贷款担保机构。
各县区积极推进小额担保贷款
工作，设立担保基金，其中，阳
信县制定《促进妇女创业就业
小额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大力
推动了妇女创业就业小额担保
贷款工作。

另外，市总工会开展“工会就
业援助月”、“阳光就业行动”；市
妇联举办滨州大姐家政培训基地
授牌暨家政机构推介活动；团市
委举办“送岗位进校园”大学生专
场招聘会等活动，建立滨州青年

淘宝创业广场；市工商局与市人
社局联合开展多项招聘活动；市
人行与中小企业局筛选全市200
家高成长型小微企业，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
又好又快发展。

新劳动合同法改变

派遣工受歧视等问题

网友“泡泡”：新的《劳动合同
法修正案》已于7月1日正式实施，
这是《劳动合同法》自2007年7月
颁布以来第一次修改。新法对比
以前主要有哪些改变？

杨万邦：这次的《劳动合同法
修正案》主要针对劳务派遣制度
作了明确的规定，细化了对派遣
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新的修正案
进一步提高了劳务派遣机构的门
槛，并对派遣工的岗位范围做出
了明确的要求。劳务派遣与传统
用工方式相比，具有较大灵活性，
受到众多用工单位青睐。但原有
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的规
定留有空白，使得这一方式存在
滥用现象，造成派遣工稳定性差、
受歧视、参加工会难等等问题。我
们市的劳务派遣用工主要集中在
几家大的劳务派遣企业，几家大
企业占到我市劳务派遣工数量的
80%左右，这几家企业的实力较
强，用工也相对规范。下一步我们
将按照《劳动合同法修正案》的要
求，在全市开展劳务派遣机构诚
信评估活动，完善劳务派遣行政
许可制度，对劳动派遣企业做出
进一步规范。

滨州本地有东路大鼓
《 太 师 训 徒 》、相声《说变
化》两个节目参演。东路大
鼓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而《太师训徒》由滨城
区文化馆选送，边茂田、李
振西编剧，张博祥导演，李
晓静辅导。《说变化》由阳
信县鼓书院林涛、商伟创作
选送。目前，两个节目正在
细致打磨、紧张排练。在整
个展演中，山东省共有山东
渔鼓《孔子试徒》、山东快
书《打洋行》、单弦《大美泉
城》等1 3个曲艺节目亮相
滨州。

本次展演中，各门类地
域风情浓厚的省外曲艺形
式轮番上演，而且绝大多数

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其中，四川清音原名“唱
琵琶”或“唱月琴”，源于明、
清时的俗曲，在清乾隆、嘉
庆年间盛行，以泸州、叙府
(今宜宾)为中心，遍及四川
城镇和乡村。

郧西三弦又称“郧阳曲
子”，是湖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是流行于湖北十堰的
一种弹唱艺术，伴奏乐器以
三弦为主，以郧西县最为流
行。音乐上有板腔体和曲牌
体两类，曲牌有30余个。参
演曲目《丹水橘香》以丹江
口库区移民为题材，曾在
2012年第一届湖北艺术节
比赛中荣获最高奖“楚天群
星大奖”。

十番伬是将福州伬艺
和十番音乐这两种国家非
遗项目完美融合的一种曲
艺形式，通过自弹自唱，凸
显浓郁的闽都文化色彩。小
热昏则是一种流行于杭州、
上海等地的民间曲艺，源于
清末杭州街头的“说朝报”。
清末民初，创始人杜宝林把
杭州朝报上的新闻编成通
俗易懂的唱词，并吸收陈长
生唱小曲的形式，连说带唱
表演，风靡一时。

此外，上海滑稽剧团将
带来滑稽戏和京剧结合的
滑稽京戏《追韩信》。还有广
东琵琶弹唱、苏州评弹、广
西渔鼓、河南坠子、京韵大
鼓等曲艺。

为接待380多名演职人员和上
千名观众，滨州特地成立了有50名
滨州学院学生和4名社会人士组成
的志愿者服务团队，为展演提供全
程服务。

据了解，在20日、21日两天，这
54名志愿者就经过了专业的训练，
内容主要包括十艺节知识、滨州市
情、应急救援、服务礼仪等。21日，他
们已经来到滨州影剧院熟悉了场
地。展演期间，这54名志愿者将身穿
红衣，负责演出秩序维护、嘉宾接送
引导、应急救援处理等服务项目。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王晓霜
见习记者 谭正正) 宾馆准备就

绪、场地准备就绪、志愿者准备就
绪……7月25日至29日，由滨州市承
办的“十艺节”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展
演将正式拉开帷幕。23日，记者从组
委会各部门了解到，目前所有的前
期准备工作都已经准备到位，只等
演员们到来，大家尽情欣赏艺术的
盛宴。

23日下午，记者在承办场地滨
州影剧院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
各项收尾工作。据了解，滨州影剧院
从2012年10月份开始进行场馆改造，
到2013年7月20日改造工作完成。负
责人周先生说，为迎接即将到来的

“十艺节”，更为了今后滨州人民能
有一个好的文化节目欣赏环境，滨
州影剧院从内部设施到外部环境进
行了整体改造，改动项目有10余项，
包括舞台上方钢结构加固、舞台台
板和座椅的更换、大厅墙壁的粉刷、
化妆间的重新装修、中央空调出风
口降噪等。

周先生说，由于滨州承办的是
全国曲艺优秀节目，此次来滨州表
演的多是语言类节目，因此对场馆
声音的要求相对较高。“从技术上
说，音响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演出的
质量，为此，滨州影剧院通过更换音
响设备，改造地板和降低空调噪音
等方式来确保语言类节目演出顺利
进行。22日晚上，改造之后的第一场
演出举行，总体来说效果不错。”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此次展
演共有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
的40多个曲种共计54个节目，主要包
括曲艺小品、弹唱、说唱等节目。其
中，包括滨州的东路大鼓《太师训
徒》、相声《说变化》两个节目。

54名志愿者

将提供全程服务

酒店层层保护

确保嘉宾入驻安全

此次展演期间，来自全国各地
的演职人员共380多名，他们将入驻
贵苑大酒店、银茂大酒店以及大学
饭店等酒店。目前，各饭店都已按照
要求对酒店内部房间、走廊进行了
气氛营造，悬挂上了十艺节的相关
宣传海报。贵苑大酒店和银茂大酒
店对房间进行了改造升级，对内部
电路、电梯等设备等进行了检修和
维护。

在食品方面，各大酒店也都备
好了各式各样的餐点，供大家享用，
并确保每道食品的安全。另外还在
消防、警报系统等方面做了层层保
护，确保十艺节展演期间嘉宾安全。

23日，滨州影剧院，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最后的检查、整理工作。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头条相关

我省13个曲艺节目将亮相

滨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万邦做客“中国滨州”在线访谈

滨滨州州基基本本实实现现““老老有有所所养养、、病病有有所所医医””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通讯员 王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直是大
家关注的焦点、热点。近几年来，滨州市的社会保险工作也始终坚持“保障
水平逐步按东部地区标准执行”，社会保险事业取得明显成效。为此，23日
上午，滨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万邦做客“中国滨州”，就社会
保险、社保卡、万人就业援助计划等人社工作与广大网友进行了交流。

滨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万邦。

关注十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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