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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本报讯 桓台县城区街道办事
处积极将生育随访与优生咨询服
务、优生健康检查、利益导向宣传相
结合，扎实做好生育对象的全程跟
踪优质服务工作，受到了群众一致
好评，提高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
自觉性，促进了城区计划生育工作
的顺利开展。

生育随访和优生咨询服务相结
合。城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定期对
持一胎《计划生育服务手册》、二胎

《生育证》的已婚育龄妇女开展随访
活动，免费为他们发放印制有关预
防出生缺陷、优生优育、孕产期保健
等内容的宣传册、宣传折页，并设立
咨询台、咨询电话，为育龄群众提供
优生咨询、生殖保健等相关服务。

孕前关怀与优生健康检查相结
合。为准备怀孕夫妇进行优生优育
知识培训，同时为孕产期的准妈妈
送去保健知识手册，并引导夫妇双
方到医院进行全面的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服务中心的技术服务人员对
孕期的育龄妇女进行定期随访，并
建立随访记录。

产后随访和利益导向制度宣传
相结合。对产后育龄妇女开展“送温
馨”活动，即送一句温馨祝福、送一
份健康手册、送一份科学育儿知识、
送一份避孕药具。在随访过程中，及
时宣传人口计生法律法规、利益导
向等计生政策，鼓励她们及时落实
节育措施。 (宗静)

“三结合”生育关怀受好评桓台县城区街道办扎实做好人口计生信访工作
本报讯 2013年，桓台县城

区街道办事处多措并举扎实做
好人口计生信访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效。

组织领导到位。街道党工
委、办事处高度重视人口计生信
访工作，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各
社区计生主任、网格管理员、计
生信访联络员，具体负责本社
区、网格人口计生信访工作，筑

牢基层第一道防线，完善街道、
社区、网格计生信访工作网络。

定期组织排查。各社区、网
格集中力量，网格每月进行自
查，社区每季度组织排查，最大
限度地发现上访苗头和倾向性
问题，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同
时，突出排查重点，着力排查可
能引发非正常上访、集体上访
的苗头性问题，并建立台账，逐

一解决。
落实报告制度。各社区、网

格对于辖区内发生的紧急重大
信访情况，要在第一时间上报街
道人口计生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办公室在第一时间上报
县人口计生局，凡发生瞒报、迟
报，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
责任人的责任。

加强队伍建设。定期组织

街道、社区人口计生工作人员
进行计生法律法规和相关业务
理论知识的学习，加强信访业
务培训，严格做到文明执法、热
情服务，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
向，认真把握群众的心理特点
和需求变化，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宗静)

开展多样化宣传稳定低生育水平

实施“精细化”管理服务提高城区计生工作水平
本报讯 2013年，桓台县城

区街道办实施“精细化”管理服
务，提高城区计生工作水平。一
是定期清理核查，实行常态管
理。各管理网格 (共分为街道—
社区—责任区—楼区四级网
格 )、计生人员经常性地深入单
位、居民小区、沿街商铺进行清
理清查，定期采集人口的婚、孕、

育等情况，纳入日常管理，并提
供相应服务。建立并落实八项工
作制度，清理清查始终坚持户口、
住房、单位三管齐下，确保城区已
婚育龄妇女底数清、情况明，服务
管理无缝隙。二是构建信息平台，
实现信息化支撑。建立社区人口
综合信息管理系统，把社区所有
人员的家庭成员、住房、就业、计

生、医疗、教育等信息全部录入，
并将社区人口信息与居住的房
屋定位关联，快捷地掌握辖区内
常住和流动人口信息。建立物业
小区全员管理系统，把小区所有
建筑物和标识物录入微机，制成

“电子地图”，对物业小区实行全
员信息化管理，通过网上信息传
输，实现了查询育龄妇女信息“一

点通”。三是界定统计口径，明确
管理责任。为有效解决城区情况
复杂多样、人口统计管理难这一
突出问题，结合城区实际，对含糊
不清的女性工作单位等统计管理
口径进行了明确界定，使统计管
理主体更加清晰，有效杜绝了户
籍地、工作单位、居住地推诿扯皮
不管理的问题。 （宗静）

本报讯 近年来，桓台县城
区街道办把宣传教育工作融入
到实际工作中，通过多样化宣
传，提高居民对人口计生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的知晓率，促进低
生育水平稳定和出生人口素质
提高。

在城区开展“三个一”活动。
即向居民发放一张宣传计生政
策的明白纸；举办一次大型的文

化宣传；每季举办一次培训活
动。通过开展活动及设立咨询台
宣传人口计生政策、优生优育知
识，努力营造人人关注、户户落
实计划生育的良好氛围。

开展大走访活动。在城区开
展“走千家 访万户”活动，坚持

“边走访，边宣传、边服务、边解
决问题”的方式，对人口信息、育
龄妇女的婚育信息，流动人口信

息，奖扶对象进行核查，同时向
居民宣 传 当 前 的 人 口计生政
策，惠民政策，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生殖健康知识，并积极
解决居民需求。

结合免费避孕药具发放推
进宣传工作。以“婚育新风进万
家”活动为载体，结合免费避孕
药具发放，强化人口计生宣传。
根据入户了解的育龄妇女的药

具需求情况，完善药具发放点
的设施设备，营造温馨的服务
窗口，对使用药具的流动人口，
及时上门免费发放，同时做好
随访服务。

加强宣传阵地建设。今年建
立了宣传一条街，高标准的计生
服务室，悄悄话室、人口学校大
力宣传人口计生政策，稳定低生
育水平，促进优生优育。 (宗静)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王亚
男) 近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布《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
意见》，意见要求，各银行业金
融机构要按照要求对小微企业
信贷计划实行单列，在商业可
持续和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
下，通过优化绩效考核机制，推
动计划落实，逐步提高小微企
业贷款客户增长率、贷款覆盖
率、服务覆盖率和申贷获得率，
确保每年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

低于全部贷款增速，贷款增量
和覆盖面不低于上年水平。

据了解，小微企业是国民
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在稳定增
长、扩大就业、促进创新、繁荣
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等方
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根
据《意见》要求，银行业金融机
构要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对小
微企业信贷计划实行单列，在
商业可持续和有效控制风险的
前提下，通过优化绩效考核机
制，推动计划落实，逐步提高小

微企业贷款客户增长率、贷款
覆盖率、服务覆盖率和申贷获
得率，确保每年小微企业贷款
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贷
款增量和覆盖面不低于上年水
平。

此外，还应设立小微企业
贷款风险专项资金，以上年度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
贷款余额为基数，本年度超基
数10%以上部分，按照3‰设立
专项风险补偿资金，对全年小
微企业贷款完成“三个不低于”

考核目标的银行机构小微企业
不良贷款，按当年该机构小微
企业贷款增加额的一定比例进
行风险补偿。各区县 (含高新
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下同)可
按照“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
追加、补充或单独成立辖区小
微企业风险补偿专项资金，加
大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向
小微企业发展倾斜的支持力
度。优先支持小微企业信贷风
险处置。

淄博发文支持小微企业发展，要求其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

小小微微企企业业贷贷款款增增量量不不低低于于上上年年

““教教育育拨拨就就灵灵””热热线线2244小小时时接接访访
服务热线13953391890明日开通

本报1月8日讯(记者 谭文
佳 通讯员 宋以生) 近日，
临淄区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仪
式在临淄中学举行。仪式上，临
淄 区 教 育 局 向 社 会 公 布 了
13953391890“教育拨就灵”服务
热线。

据悉，临淄全区共有挂牌
责任督学21名，挂牌全区64所

学校。牌子上有挂牌责任督学
的照片、名字、联系电话，以及
服务学校及职责。

据《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
牌督导办法》，责任督学的基本
职责有，对学校依法依规办学
进行监督，对学校管理和教育
教学进行指导，受理、核实相关
举报和投诉，发现问题并督促

学校整改，向教育督导部门报
告情况，并向政府有关部门提
出意见。并对校务管理和制度
执行情况，招生、收费、择校情
况，课程开设和课堂教学情
况，学生学习、体育锻炼和课业
负担情况，教师师德和专业发
展情况等进行经常性督导。

临淄区教育局同时向社会

公布了服务热线“教育拨就灵”
13953391890，取自热线后五位
谐音，旨在搭建教育与社会沟
通的桥梁，听取民声，畅通民
意，提高教育服务水平，为教育
发展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据
悉，热线将于10日开通，24小时
接访，服务范围是针对临淄区
内的学校。

龙泉全力打造

“长寿抗癌名片”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罗旭君
通讯员 闫盛霆 赵伟 ) 8日，

山东省整建制富硒产业镇和山东省
天然适硒区域镇在淄川区龙泉镇镇
政府5楼会议室举行揭牌仪式，龙泉
镇成为山东省内唯一获此殊荣的
镇。

在现场，小米、花生、鸡蛋、白
菜、煎饼、面粉、大枣、玉米等富硒农
产品摆满了会议室东边的展示台。

“展示台上摆着的都是我们龙泉镇
的农民种出来的富硒农产品，它们
含有丰富的硒微量元素，对人的身
体非常有益。”淄川区龙泉镇党委书
记焦鹏生介绍说。近年来，龙泉镇依
托坚持以富硒引领、产业富农为指
导，大力发展富硒种植业、养殖业、
加工业，全力打造龙泉“抗癌长寿”
名片。

2013年底，龙泉镇60岁以上老
人8582人，其中80岁以上1334人，占
比分别达到21%和3 . 3%。龙泉镇境
内生活的人群，老年人的比例明显
高于其他乡镇，且重大疾病少，健康
老人多。到目前为止，龙泉镇已建成
了金毫相富硒农产品、天龙生态苑
富硒养殖、天际山富硒食品加工等
富硒农产品龙头企业。全镇已有十
几家农业合作社、农业发展公司开
发了40余种富硒产品，年销售额超
过3000万元，一批富硒龙头企业正
在形成，新研制开发的一批优秀富
硒产品正逐步走出龙泉，走向全国
各地，一条成熟的富硒农产品产业
链初具规模。

淄川区龙泉镇举行山东省整建
制富硒产业镇和山东省天然适硒区
域镇揭牌仪式。

本报记者 罗旭君 摄

本报1月8日讯 (记者 张
汝树 通讯员 唐文虎 逯友
一) 近日，沂源县工商局按照

《淄博市工商局转发省食药监
局关于停止销售德州福聚德食
品有限公司五香驴肉产品的紧
急通知》的要求，集中开展了五
香驴肉产品专项检查活动。

此次检查以辖区商场、超
市、食杂店、批发商仓库为重
点，通过检查各食品经营单位
经营相关驴肉食品及进货发
票，重点检查其是否存在经营

“德州福聚德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的五香驴肉产品。截至目前，
沂源工商局检查食品经营单位
36家，出动执法人员43人次，目
前此项检查仍在深入进行中。

沂源专项检查

五香驴肉产品

工商人员在检查五香驴肉。 本报记者 张汝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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