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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泰山区三级养老助推“老有所依”

八八成成社社区区要要建建日日间间照照料料中中心心

“如果水、电、交通等基本保障
都做不到，人家来了，根本没法合
作，更谈不上发展生态旅游。”8日，
在烟台两会上，烟台市人大代表、长
岛县委书记张延廷说，去年长岛县
有41个重点项目，已开复工36个。

张延廷说，引水济岛工程总投
资1 . 8亿，去年投入了1个亿，完成
了单根海底管道铺设，陆上工程都
建好了。计划在2014年上半年，完成
第二根海底管道的铺设，5月份开始
供水。

“投资1 . 67亿元的南北长山大
桥也快建好了。”张延廷说，大桥全
长1510米，是省内首座海岛跨海大
桥，已经完成了80%主桥梁工程，预
计2014年10月份建成并通车。

电网改造工程、5处陆岛交通码
头、环岛慢行旅游服务系统的建
设……张延廷说，许多工程已经建
设，“一至两年内，困扰长岛县发展
的饮水、供电基础设施短板问题将
得到明显改善。”

张延廷说，长岛正在争取成为
省级的旅游度假区，这个度假区由
省政府命名，由烟台市政府设立派
出机构，争取在今年实施。

本报记者 张琪 钟建军

本报泰安1月8日讯 (记者
薛瑞 通讯员 李敏 黄凤

霞) 2014年，泰安市泰山区制
定出“9073”的社会养老服务总
体布局，即：90%的老年人由家
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
务。同时，将实现区内80%以上
城市社区建立日间照料中心。
目前，泰山区已初步形成区级、
街道、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
机构网络。

8日，在政协第十二届泰安
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政协
委员石琳在发言时提出，泰安
市养老服务体系仍存在一些问
题，如机构养老严重不足，居家
养老服务不够完善等。泰安市
提出，2014年将新增养老服务
床位8000张(其中，农村幸福院
4000张，社会养老机构、城市社
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4000
张)，新建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
照料中心66处。

据统计，泰山区全区60岁
及以上老年人有4 . 66万人，占
自管人口的13%，老年人口负
担系数正逐年上升。泰山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说，该区针对养
老现状，尝试建立了区级、街
道、社区(村)三级养老服务机
构网络，区级福利中心、街道

(镇)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农
村)养老服务中心都在逐步完
善。“目前全区有老年公寓4家，
敬老院4家，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5处，城市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23家，农村幸福院10处，床位总
计2400余张。”

2 0 1 4年，泰山区制定了
“9073”布局(即90%的老年人
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
老服务)，推动以居家为基础、
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社
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争取在
80%以上的城市社区建立日间
照料中心，数量达到56个。80%
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养老服务
设施，服务机构达到27个。”工
作人员说，泰山区将通过资金
扶持、税费减免等政策，鼓励社

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同
时，进一步完善12349居家养老
服务热线，深化养老服务信息
化建设。

据了解，2014年，泰山区养
老工作也将在城乡普及上多下
工夫，基本实现养老服务信息
平台城乡社区全覆盖，加快社
会养老服务由补缺型向适度普
惠型的转变。

8日上午，莱芜市十七届人大三次会
议开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了2014年
要办好的10件民生实事，其中包括60周岁
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镇镇通天
然气。

在2014年的10件实事中，加快“气化莱
芜”工程居首。莱芜市将建设天然气主管道
87 . 9公里，实现镇镇通天然气，新增天然气
用户2万户。

此外，60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乘坐
公交车最受代表委员关注。2014年，莱芜
将新增(改造)养老床位2540张，建设30所
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40所农
村幸福院，为城市贫困老人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并将为全市80周岁以上低保老
人发放高龄津贴。

除此之外，10件实事还包括实施校车
村村通，解决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方便
就学和上下学交通安全问题；开展儿童免
费康复行动，对6岁以下残疾儿童进行抢救
性康复，为6—8岁适龄儿童免费实施窝沟
封闭预防龋齿；建设市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实施文体惠民；开展城区便民市场规范改
造。 本报记者 郭延冉

8日上午，在聊城市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将集
中力量办好“十大民生实事”，进一步织
牢社会保障网，努力让全市人民生活得
更殷实、更体面、更有尊严。

报告提出，强化医疗服务。开展“百
名专家援基层、千名主治进乡村”行动，
努力让基层群众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
务。继续开展农村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
免费手术，为27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免
费实施复明手术。

聊城市还将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提高政府补助标准，增加大病保险
种类，提高大病救助水平。进一步提高城
乡低保标准，抓好进城落户农民、被征地
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启动第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建设市直实验幼儿园，新建改造农村
校舍35万平方米，将聊城幼儿师范升格
为高等专科学校。中心城区新建集中供
热管网33公里，集中供热普及率达到70%

以上；新增天然气管网35公里，新建小区
全部通上天然气。

本报记者 张跃峰 王尚磊

在菏泽市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4年菏泽市将重
点办好7个方面30件民生实事。

报告提出，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村低
保年保障标准提高300元；医疗救助最高
限额提高5000元；城乡医保财政补助标
准提高40元；新建中心敬老院16处；为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免费查体一次，为
9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补贴；开工
保障性住房1万套以上，改造棚户区6600

户、农村危房5000户。
在教育发展方面，菏泽将新、改扩建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120万平方米；新
建城区学校14所以上，新建市级高中一
处，新建幼儿园200所；救助城乡低保和
计划生育贫困家庭大学新生各1000名，
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失学。

报告同时提出，免费为城乡居民提
供1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新增集中供
热覆盖面积300万平方米；新增民用天然
气用户5 . 5万户；新增农村饮水安全人口
80万人。完善扶贫方案，强化帮扶措施，
确保30万人脱贫。 本报记者 王保珠

李德领 张建丽 李贺

本报青岛1月8日讯 (记者
周衍鹏 ) 2014年春运即将

于1月16日开始。记者从青岛客
运段了解到，今年春运期间，客
运段将继续推出“车递儿童”服
务，除京沪外，今年又新增5地，
方便那些忙于工作脱不开身，
而孩子又急需出行的市民。

记者从青岛客运段了解
到，自2002年青岛客运段“海之
情”列车推出“车递儿童”服务
项目以来，11年来共在青岛至

北京、上海间安全车递976名儿
童，为那些忙于工作脱不开身，
而孩子又急需出行的家长提供
了方便。今年春运，在继续推行
青岛至北京、上海之间“车递儿
童”服务项目的同时，自1月15
日至2月28日，“车递儿童”服务
项目拓展到青岛至合肥、银川、
烟台、西安、天津。

据介绍，“车递儿童”服务
对象主要是年满7-13岁，身体健
康能自理，持有所乘列车有效车

票的儿童。服务项目是列车免费
提供儿童乘车途中“伴护”服务，
陪伴儿童快乐旅行、正确使用列
车设施，代为送饭、订饭，嘱托用
水、用餐等，确保小旅客安全到
达目的地，与指定接车人做好交
接。“车递儿童”须提前5天与公
布的服务热线联系，便于列车工
作人员做好服务的准备。

车递儿童的车次，高铁动
车青岛-北京南方向，D332/
G189次、G190/3次、G186/7、

D334/9次、G194/7次、G196/
D335次、G198/D331次、G188/
91次、G192/5次列车，青岛-天
津西方向G172/1次列车。青岛
-合肥方向G244/1、G242/3次
列 车 ，青 岛 - 上 海 虹 桥 方 向
G224/1次、G226/7次；G232/
29次、G234/5次列车。普通旅
客 列 车 主 要 是 青 岛 至 烟 台
K5242/4次列车，青岛至银川
K1286/5次列车，青岛至西安
K914/1次。

长岛跨海引水

今年5月起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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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岛岛至至七七市市火火车车可可““车车递递儿儿童童””
7-13岁“包邮”，11年已安全车递976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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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两会时间

政府工作报告“实事”速览

城市 两会时间

日照

人大会议
1月6日-9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5日-8日召开

泰安

人大会议
1月7日-10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6日-9日召开

莱芜

人大会议
1月8日-10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7日-9日召开

菏泽

人大会议
1月8日-10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7日-9日召开

聊城

人大会议
1月8日-11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7日一10日召开

烟台

人大会议
1月9日-12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8日-11日召开

威海

人大会议
1月9日-11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8日-10日召开

济宁

人大会议
1月9日-12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8日-11日召开

东营

人大会议
1月10日-12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9日-11日召开

济南

人大会议
1月10日一13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9日至12日召开

淄博

人大会议
1月10日-13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9日-12日召开

德州

人大会议
1月12日-14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11日-13日召开

滨州

人大会议
1月12日-14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11日-13日召开

临沂

人大会议
1月24日召开

政协会议
1月23日召开

潍坊 两会计划2月上旬召开

枣庄 两会计划2月中旬召开

青岛 两会计划2月中旬召开

在泰安泰山区财源新村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正在娱乐健身。

从5日开始，我省17市地方两会陆续召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各地两会普遍时间短、
议程紧、内容充实，在已经开幕的地方两会中，会风、文风也发生较大变化。

今天起，本报“17城”版面开设“两会时间”栏目，重点关注各地两会上透出的新思路、
新政策、新举措，跟踪报道这些政策措施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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