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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发布会

本报 12 月 2 日讯(记者
张永斌) 《日照市被征地农民
参加养老保险实施细则》日前
公布。日照将在全省率先将 21

万被征地农民以灵活就业人员
身份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
系，有效解决了新经济发展形
势下这一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障
问题。目前日照市已将 4 . 9 万人
纳入参保范围。

据了解，细则中规定，被征
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可以按
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规定参
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也可以选择参加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从制度层面上解决
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企
业养老保险范畴，实现了他们与
市民的“同城同待遇”，构建同城
化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被征地农
民能够与企业职工享受同等基
本养老保险待遇，进一步完善了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体系。

新办法以“补”促“缴”，以
“领”带“缴”，最大限度地提高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综合保
障水平。以 2009 年被征地农民

为例，目前到达退休年龄一次
性补缴养老保险费需要 45850

元，其中政府补贴 7000 元，个人
承担 38850 元，退休时领 571 . 97

元/月，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待遇，远高于原来参加居民养
老保险 80 元的待遇。

这一做法，契合了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的“把进城落户
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
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
社保体系”精神，充分体现了日
照市委、市政府对被征地农民
切身利益问题的高度重视，是
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有利于
构建和谐社会、保障民生根本。

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纳入日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体系

被被征征地地农农民民将将与与市市民民同同城城同同待待遇遇

被征地农民参保的相关规定

参保对象

征地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有关规定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征
地后户人均耕地不足 0 . 3 亩，包括 0 . 3 亩在内；

年满 16 周岁(含 16 周岁)以上被征地农民，在校学生不在保障范围内；
失海渔民以及整建制农转非的城镇居民也在保障范围内。
在认定被征地户中，因婚嫁原因户口迁入或者未迁出、现役军人在退出现役后回

原籍自主就业的被征地农民，在办法保障范围内。如果已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或者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将不能按照本办法规定参保。

缴费办法

被征地农民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缴费

满 15 年，达到退休年龄后，可按规定领取待遇。

《暂行办法》施行时男不满 45 周岁、女不满 40 周岁的，从参保之日起按规定缴

费；男满 45 周岁不满 60 周岁、女满 40 周岁不满 55 周岁的，从男满 45 周岁、女满

40 周岁时补缴；男满 60 周岁、女满 55 周岁的，一次性足额补缴 15 年后可以申请领

取基本养老金。

其中，男超过 60 周岁、女超过 55 周岁的，年龄每增加 1 年，补缴额度可相应减

免 1500 元，累计减免不超过 1 . 5 万元。

补贴发放方式

被征地农民以村为单位进行被征地农民身份的统计、认定、公示、参保缴费。
到达待遇领取年龄的被征地农民可凭社保缴费单、退休证、银行存折(卡)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到区县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申领政府补贴。

本报 12 月 2 日讯(记者
徐艳) 据日照交警部门统计，
今年以来，因市民交通陋习所
引发的交通事故占了全部交通
事故的一半以上。12 月 2 日是
全国交通安全日，日照交警走
上街头、走进社区，倡导大家摈
弃交通陋习，自觉养成文明出
行的好习惯。

进社区到集市

宣传文明出行

12 月 2 日上午，东港交警
大队深入河山镇申家坡社区开
展“12·2”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
活动，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材料、
讲解交通安全常识。各中队民
警还走进辖区中小学校，通过
发放交通安全调查问卷及《致
广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当天，开发区交警大队也
联合辖区公检法、工商等 17 个
部门一起走上集市劝导、宣传
文明出行。

交警 6 个月曝光

960 多次交通陋习

日照交警支队的民警告
诉记者，机动车随意变更车
道、占用应急车道、开车打手

机、横跨隔离护栏、过马路时
低头看手机……这些生活中
不经意表现出来的交通陋习，
往往是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
直接推手。今年 6 月份以来，日
照市交警部门发动市民主动
曝光不文明的交通陋习，仅仅
6 个月的时间，曝光台就收到
市民上传的照片 7 万幅，曝光
交通陋习 960 余条。

12 月 2 日，记者在海曲路
凯德广场附近看到，一辆出租
车为图方便，在不准左转变道
的隔离护栏开口处随意变道，
而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究其原因，是大部分人
都没有意识到随意变更车道

的危险性。”日照交警部门的
工作人员说，我国的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并不禁止驾驶
员变更车道，因为在正常行驶
过程中，变更车道是最常见的
操作，但有的驾驶员将正常操
作错误地理解成“随便操作”。
这种“随意操作”是导致加塞、
变道不打转向灯等随意变道
违法行为多发高发的主要原
因之一。

除此之外，民警表示，“安
全文明出行”，并不只是司机们
的事儿，行人们更要注意文明
交通。其中“闯红灯”“横穿马
路”“翻护栏”是最容易导致车
祸事故的三种交通陋习。

日照交警昨走上街头宣传文明出行

加加塞塞、、翻翻护护栏栏、、开开车车打打手手机机
该该跟跟这这些些陋陋习习说说再再见见了了

开发区交警联合辖区多个部门宣传文明出行。

受东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邀请，11月25日到11月29日，
荷兰农业专家林德罗夫来到东港区指导农业生产。

他先后来到陈疃镇、南湖镇和河山镇就蓝莓、草莓、大棚蔬菜、
花卉苗木等特色农业现场进行技术指导，并在陈疃镇开展了专题
讲座，就蓝莓越冬管理、修剪、追肥等多个技术问题进行现场讲解，
受到群众的欢迎。

本报记者 许妍 通讯员 韩伟 摄影报道

“洋专家”传经到地头

本报 12 月 2 日讯 (记者
张萍) 11 月 30 日，日照市首届
青年创业创新挑战赛沙盘对抗
赛拉开帷幕，50 名参赛选手激
烈角逐，最终 18 个创业项目脱
颖而出，晋级商业挑战赛。

据了解，沙盘对抗赛类似
于实战演习，可以考察选手的
思维、心态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选手们被分成若干组，每组五
人，分别承担企业中的职务，如
CEO ，CIO 等。此次比赛是以实
际企业经营为背景，以团队形
式，运用沙盘模拟企业经营从
原料采购、加工生产、产品库
存、后期销售等各个阶段不同
岗位的工作内容和任务来考察
学员各方面的能力。

模拟企业经营沙盘作为目
前最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之
一，它把企业的物流、人流、资

金流、信息流统一起来进行管
理，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
现有资源，实现企业经济效益
的最大化。选手们在比赛中分
别担任不同的职务角色，对企
业的生产安排、产品定位和定
价以及营销、资本运作的各个
环节进行决策，并利用一系列
评价经营指标对各虚拟公司的
经营绩效做出综合评价。

在沙盘对抗赛环节，选手
们热情高涨，纷纷出谋划策，各
显神通，在模拟企业经营管理
全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所长。最
终经过激烈的角逐，18 名选手
脱颖而出。

据了解，自大赛启动以来，
各项赛事活动进展顺利，大赛
决赛将在 12 月举办，获奖选手
将获得奖金、贷款、导师辅导、
优惠入园孵化等多重奖励。

18个项目晋级

青年创业创新挑战赛

本报 12 月 2 日讯 (通讯员
张善伟 黄涛 ) 11 月下旬

以来，五莲县供电公司深刻吸
取青岛“ 11 . 22 ”中石化输油管
道泄漏爆炸事故的教训，紧急
开展地下电力电缆通道专项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工 作 ，做 到 责
任、措施、资金、期限和应急预
案“五落实”，确保地下供电设
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该公司派出 100 多名骨干
技术人员，对照地下电力通道
设计标准、运行规程、安检措
施等，专项排查直埋、电缆沟、
排管、隧道、桥梁、水底敷设等

地下电力通道，重点排查电缆
通道与燃气、污水、通讯等其
他管道交叉、同沟敷设及易燃
物、塌方、外力破坏、渗漏水等
可能危及地下通道安全的各
类因素。该公司细致入微地排
查地下环境安全隐患，逐一做
好记录，分别建立档案，设立
安全防护标识，为检修、整改、
抢修的快速开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该公司对发现的缺陷分
别制定整改计划，分轻重急缓
全部予以整改落实，有效保证
了地下电力通道安全运行的
质量和效果。

五莲供电开展
地下电力通道隐患排查

本报12月2日讯(通讯员 程
广兴 楚杰) “保证安全是我的
崇高职责，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
日照港的发展，我保证……”

11月30日早晨，一句句铿锵
有力的誓词声回荡在日照港股
份一公司卸车一队作业现场。
随着冬季的来临，该公司安全

生产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为
做好“冬季四防”工作，宣传安
全文化，日照港股份一公司卸
车一队组织员工举行岗前安全
宣誓活动，并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夯实安全管理基础，规范人
员行为，消除设备隐患，确保安
全生产。

日照港一公司
一线员工宣誓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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