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启动实施第四个社区建设三年规划

22001155年年建建成成1155分分钟钟社社区区服服务务圈圈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姜文

洁 李超 通讯员 邹东光 孙
桂蕾 )近日，淄博市委、市政府联
合下发《淄博市社区建设三年规
划 ( 2 0 1 3 - 2 0 1 5年 )》，经过三年努
力，基本建成“ 1 5分钟社区服务
圈”，省级以上社区建设示范街道
将达70%以上，农村社区建设实现
全覆盖。

从今年到 2 0 1 5年，社区服务
体 系 建 设 将 加 快 ，按 照 不 少 于
3 0 0 0户的规模，有序推进社区合
并，制定完善社区发展规划，将社
区服务中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警务室、幼儿园、学校、卫生和
计划生育服务室、文体活动场所、
健身设施、金融服务及市政公用
等公共服务设施纳入规划。

期间，还将加快区县、街道
(镇 )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和社区服
务 中 心 建 设 ，努 力 形 成 设 施 合
理、功能齐全、服务优质、方便快
捷的“1 5分钟社区服务圈”，满足
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居民公共服
务、商业服务、居民自助服务需
求。

据悉，到2015年，3000户以上

的社区，将建立社区老年人照料
中心，配备床位、医疗器械、娱乐
设施和健身器材，安排专门的工
作人员，为老年人提供配餐、娱
乐、健身、医疗等服务。

到2015年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服务机构覆盖全部城市社区和
50%以上的农村社区 ,各区县至少
建设一处老年社区。

淄博市将加快社区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依托社会管理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和专业服务机
构，开展社区文化教育、卫生、体
育、社会福利、劳动就业和社会保
险、企业退休职工社会化管理等
公共服务，全面推行居民事务社
区干部代办制度，方便居民生产
生活。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李超
姜文洁 ) 规划要求各区县要根据
经济发展状况，落实党组织服务群
众专项试点经费。社区服务中心运
转经费和社区工作者补贴列入各级
财政预算。落实社区工作者补贴，并
按规定为其缴纳养老等保险。所需
经费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分级负担。

加大社区信息化建设投入力
度，促进社区信息化建设。加大社区
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善社区办公
和服务条件。加快农村社区建设，充
分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引
导作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加大资金投入
帮扶社区建设

规划要求要建立集社会管理、
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区县社会管理服
务中心，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服务
面积不少于70%。

建立集社会管理、社会服务于
一体的街道 (镇 )社会管理服务中
心，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服务面积
不少于70%。

社区服务中心主要用于社区“两
委”办公、教育培训、社区管理等，建
筑面积不少于每10户2平方米。

社区服务用房主要用于家政和
老年人服务、就业指导、事务代办
等，每千人不少于175平方米。

本报记者 李超 姜文洁

社区服务设施
建设有硬指标

不少社区开设日间照料站，丰
富居民生活。 本报记者 姜文
洁 摄(资料片)

农村社区建设实现全覆盖

按照“五个全覆盖”的要求，
突出农村社区的特点，加快社区
服务中心建设，促进政府公共服
务向农村延伸；完善农业生产、
居民生活、老年人照料、文化、教
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农贸市
场建设等各项服务设施，方便村
民生产生活；大力发展农村社区
专业性、技术性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服务队伍，为村民的生产生活
提供服务。

深入探索“村改居”社区集
体资产处置新办法，逐步实现集
体经济组织与居民自治组织分
离。凡撤销村民委员会成立社区
居民委员会的，必须先对原村民
集体资产进行妥善处置，再启动
法定程序。深入研究企业社区移
交地方管理过程中涉及的人员、
设施、场地、经费、职能等问题，
制定扶持政策，保证移交地方管
理后，社区居民利益不受损害。

规划要求，要整
合各级政务中心、党
员服务中心等资源，
两年后，区县、街道
(镇)全部建立社会管
理服务中心，城乡社
区全部建立服务中
心，设置社会管理、
便民服务、文体活动
等多个功能区，采用

“一站式”服务的方
式，开展社区服务。

农村社区服务
中心建设将通过盘
活资源、购买置换等
方式，建设集公共服
务、便民服务、农业
生产经营等于一体
的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将按“星”评选

依据国家和谐社区和省文
明社区建设标准等标准，将社区
分为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二
星级和一星级等5个等次，由区县
社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年
组织有关单位分项目进行考核，
依据考核结果，确定档次。由市
社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

有关部门对区县申报的四星级
以上等次的社区进行考核。

到2015年，全市五星级、四星
级以上和三星级以上社区的比
例分别达到10%、30%和80%以上；
省级以上社区建设示范街道达
到70%以上；农村社区建设实现
全覆盖。

张店一社区内，居民们正在社区服务中心进行合唱。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资料片)

本报8月11日讯(记者 李
超 姜文洁) 据了解，社区
将全面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
制度，按照“便于居民自治、
便于管理、便于服务”的原则
合理划分社区网格。原则上
城市社区每500户，农村社区
每200户划分一个网格。

每个社区将整合社区“两
委”成员、社区工作者、社区民
警、物业服务人员以及计生、
司法、综治、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城管执法等信息管理员，
为每个社区网格配备2-3名专
兼职网格管理员，建立网格员
队伍，其中有一名专职社区工
作者负责网格管理服务工作
的协调。社区网格员在社区党
组织的领导下，由居民委员会
统一管理。社区人、地、事、物、
组织等要素全部纳入网格进
行管理，由社区网格员负责落
实。

同时，将完善社区网格化
管理制度，健全社区网格员队
伍，明确工作职能，将社区服
务管理落实到社区网格，提升
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积极推行
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物业服务企业“三位一体”
的物业管理模式，将物业管理
与社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社区将推行

网格化管理

两两年年后后，，区区县县街街道道全全建建社社会会管管理理服服务务中中心心
3000户以上社区要建立社区老年人照料中心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李超 姜文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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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乐业是很多国人心目中的
幸福生活。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公布
数据，截至2012年底，我国城镇和农
村人均住房面积分别达到32 . 9和
37 . 1平方米，比2007年各增加2 . 8和
5 . 5平米，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正告
别旧宅，搬入现代化新家。

新家新气象，电脑不可少

对于传统的中国家庭而言，搬
新家了，无论是装修装潢、家具电
器，都要有个崭新的面貌才行。而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
的进步，搬家需要添置的“大件”也
在升级换代。

尼尔森调研公布的“中国消费
者信心指数”显示，在三线和四线城
市，居民购买电脑等产品的愿望分
别为44%和43%，均超越全国平均水
平。而《2013年中国家庭电脑使用状

况调查报告》更指出，七成用户表示
家中需配备3台以上电脑才够用。未
成年人和中老年人使用电脑的需求
也在逐步增加，其中60岁以上的人
群已达到4 . 1%。因此电脑正成为全
家人都喜爱的好伙伴。

新电脑，让你玩转品质新生活

现在市面主流的电脑包括一体
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几种形态。
具备最新触控功能的英特尔平台一
体机是家中首选，具有节约空间、能
耗低、外形美观大方等特点，能用手
指在屏幕上直接操作，即便是老人
和孩子也都能轻松掌握。新一代超
极本则很适合经常携带电脑外出的
青年学生或者白领，厚度不到20mm

重量只有3斤，电池却能使用一天时
间；不但是很好的移动工作伙伴，更
能彰显品位和层次。而平板电脑则

是最适合在家使用的随身信息中
心，轻薄的外形方便携带，触摸控制
老少咸宜，随时随地连接无线网络，
畅享游戏和影音娱乐。

好电脑，从芯开始

报告还显示，85%以上的消费
者都会将处理器作为选择电脑的最
重要标准。为什么芯片的性能会如
此重要呢？

中央处理器 (CPU)就像电脑
的“大脑”，负责数据运算的智能
中枢，它的速度和性能决定了电
脑的整体表现。除了速度快，处理
器还要稳定可靠，不会随便死机
中断工作；芯动力强劲的电脑返
修率也较低，这就让许多用户在
购置和使用电脑时，减去了许多
后顾之忧，更为省力省心。

目前，全球80%的用户都选择

英特尔处理器电脑*。采用英特尔
芯片的设备都烙有“Intel Inside”的
标识，看准这个标志是用户选购好
电脑的重要窍门。未来，英特尔将继

续致力于以最新技术打造芯动力十
足的好电脑，在中国各级省市地区
开设品牌旗舰店，为当地用户带来
工作、娱乐两不误的超级体验。

新新家家，，新新电电脑脑，，新新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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