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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困困难难家家庭庭领领到到廉廉租租房房补补助助金金
去年共发放79户低收入困难家庭近11万元

相关链接

过过年年了了，，为为困困难难群群众众送送年年货货
宇悦置业有限公司为3户困难家庭带去温暖

本报1月22日讯(记者 王
领娣 实习记者 安静 ) 22
日，滨州市宇悦置业有限公司
为滨州3户困难家庭送去油、
米、面、肉以及600元爱心款，在
这个寒冬为这些困难家庭带去
温暖。

滨州市宇悦置业成立后首
个开发项目为滨州“新悦国际广
场”，随后，倾力打造了“新悦·田
园牧歌”项目。从2008年开始，宇
悦置业每年都会坚持做公益活
动，开展了各类社会公益活动，
其爱心行动在群众心中留下了
深深的烙印。

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处东
街村的李增祥与其妻子已年过
半百，妻子因患严重糖尿病无钱
医治而导致双目失明，小儿子到
了而立之年，因家庭条件一直未
找到愿与他共结连理的人。一家
人住在四面透风的毛坯屋里，屋

外四周用木桩支撑着。
贾家村的老两口有2个患有

精神病的儿子，他们靠着吃低保
和政府的补助生存。还有本报一
直关注的张亮，因为无牌渣土
车，导致他单腿截肢，夫妻俩因
为治病生活困难。

宇悦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向阳得知了他们的事情后，
与员工一起为3户家庭送去了
油、米、面、肉以及600元爱心
款。李增祥接过钱激动地说：

“家里没有积蓄，眼看就要过年
了，他们送来这些东西，我们再
买点青菜就能过一个很好的年
了。”

1月15日，中国房地产(齐
鲁)三名颁奖盛典在济南喜来
登酒店隆重举办，新悦·田园牧
歌项目捧得“典范豪宅”奖项，
是滨州唯一获此殊荣的楼盘项
目。

2014中国(山东)房地产发
展高峰论坛暨三名颁奖盛典由
齐鲁晚报组织举办 ,滨州的新
悦·田园牧歌项目与恒大帝景、
保利海德公馆、天马相城共同
获得“2013中国房地产(齐鲁)典
范豪宅”大奖。

新悦·田园牧歌由滨州市
宇悦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项目以大户型为主，耗资5000
万元，打造通体大理石立面，高
端物业24小时为业主服务，人
车分流科学利用每一寸土地，
更有滨州首创的535平米户型。

宇悦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向阳将爱心款交给张亮。

本报为张亮送去1000元爱心款

本报持续关注的《无牌渣
土车撞碎了夫妻俩的梦》，惠民
小伙张亮因被一辆无牌渣土车
撞伤左腿，导致腿部截肢，高额
的医药费花光了夫妻俩的所有
积蓄，还背负了一大堆债务。为
帮助张亮，本报还发了起“订爱
心报、买爱心葱”救助张亮行
动。22日，记者将1000元善款送
到张亮家中。

记者到家张亮家中时，他

的小儿子蹲在地上玩着玩具，
张亮在沙发上坐着，看到记者
到来张亮激动地站起来，随后
记者将钱交到了张亮手中，张
亮的妻子王兴梅说，在不断地
治疗下，现在张亮基本能走路。

“谢谢社会上好心人对我
们的关心，快过年了，这下我们
的年货不愁了，能过一个好年
了。”王兴梅欣慰地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暖冬行动在身边

1月20日，惠民县审计局领导
到“第一书记”任职的淄角镇孙家
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给他们送
去了面粉丝、食用油和慰问金等
慰问品。

本报记者 王文彬 王娟
本报通讯员 马秀丽 摄影报道

阳信县洋湖乡：

加大节日期间

流动人口管理

本报讯 春节来临之际，阳
信洋湖乡计生办不断探索流动
人口管理服务新模式，抓住流动
人口大量返乡、流动频繁的有利
时机，结合本乡实际，加大对流
动人口的管理，切实服务流动人
口。

认真核对返乡流动人口信
息。结合流动平台，深入了解流
动人口详细情况。

加大宣传。该乡在流动人口
较多的场所开展计划生育政策
法规、优生优育、出生缺陷干预
等知识宣传。

健康查体服务流动人口。该
乡积极动员返乡育龄妇女到计
生办进行健康查体，同时对符合
条件的待孕夫妇进行孕前优生
优育健康检查并及时建档。

(通讯员 张翠平)

开展电网GIS

平台系统培训

本报讯 为加强电网GIS平
台应用，近日，博兴供电开展了
电网GIS平台系统培训。内容主
要涉及电网GIS平台建设背景、
架构设计和功能介绍，并详细展
示以后GIS平台数据维护流程和
六大考核指标修改。

博兴供电GIS系统平台维护
推广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
与目录服务系统、PMS系统、配
电自动化系统、营销GIS应用等
应用集成相关工作。同时，也能
通过业务服务获取其他应用系
统的业务数据和功能服务，以实
现业务数据和功能服务的交互，
实现对智能电网中各类设备及
网架结构的统一管理和综合展
现。为智能电网的经济、高效运
行提供辅助决策。

(通讯员 张玉同)

本报1月22日讯(通讯员
王赞 吝海滨 记者 阚乐
乐) “家里孩子多大了？在哪
读书呢？”“今冬家里供暖了吗？
温度怎么样？”“马上过年了，我
先拜个早年了。”22日下午，副
市长王瑜在走访低收入困难家
庭时，与百姓唠起了家常，并把
廉租房补助金交给了他们。

当天最先来到的是三棉西
宿舍的庞风训家。听到声音，庞
风训急忙从屋里迎了出来，一
时间，不大的小屋里热闹了起
来。王瑜打量着房间，拉着老夫
妻俩坐下聊了起来：“房子有点
小，但是温度还可以，暖气一直
管用吗？”“管用管用，非常好
啊！”庞风训笑开了颜。当王瑜

把廉租房补助金递到庞风训手
里时，他紧紧握着王瑜的手说，

“感谢政府，一直记得我们，关
怀我们。”

据了解，滨州市廉租住房
保障面积标准为一人家庭(35
周岁以上)30平方米，二人家
庭40平方米，三人家庭50平方
米，四人(含)以上家庭60平方
米。租赁补贴标准为低保家庭
6元/平方米·月·户，低收入家
庭5元/平方米·月·户。2013
年，经过严格的报名受理、审
核、公示、复核等程序，滨州市
市直单位上半年发放41户低
收入困难家庭补助金54858
元，下半年发放补助金38户
54402元。

66企企业业获获政政府府投投资资项项目目代代建建资资格格
将负责投资额500万元以上的市级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

本报 1月 2 2日讯 (通讯员
李海鹏 记者 王晓霜 )

20日下午，滨州市2014年度政
府投资项目代建单位机构库
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选
产生，6家企业成为2014年度
正式会员。

据了解，实行市政府投资

项目代建制，是有效控制项目
实施中的 "三超 "、遏制项目建
设中腐败现象及保证工程质
量的有效做法。去年12月份，
滨州市正式出台了《滨州市政
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管理暂行
办法》，要求对总投资额达到
500万元以上的市级非经营性

政府投资项目应实行代建制。
建立市政府投资项目代

建单位机构库是滨州正式推
行 代 建 制 工 作 迈 出 的 第 一
步。经评审环节的综合评分，
最终确定山东众成建设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济南市建设
监理有限公司、胜利油田胜

利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滨州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博
兴 县 工 程 建 设 监 理 有 限 公
司、滨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6
家单位组建2014年度代建单
位机构库，负责《办法》规定
范围内市级项目的具体承建
工作。

接过王瑜副市长带来的廉租房补助金，庞风训和妻子笑开了颜。
本报记者 阚乐乐 摄

春节将至，为了大力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营造文明和谐
的节日氛围，进一步提升全市城
乡社会文明程度，我们向全市人
民发出如下倡议：

1、过一个节俭春节。不铺
张、不浪费、不攀比。倡导科学健
康的就餐生活方式，积极参与

“文明餐桌”行动，在外就餐吃多
少点多少，不剩菜、不剩饭。拜年

用电话、网络通讯形式代替贺年
卡、明信片等。倡导给孩子健康
向上、有意义的压岁礼。

2、过一个生态春节。时刻不
忘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文明。不
放或少放烟花爆竹，保护我们的
空气。倡导用鲜花祭祀、网上祭
祀等科学环保的祭祀方式。家庭
彩灯、景观灯等合理布置，不过
度装饰，非必要时段及时关灯。

3、过一个文明春节。大力
弘扬传统文化，讲究文明礼仪。
自觉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做尊老之事，树孝敬
之风，做睦邻之事，树和谐之
风。积极参与向孤寡老人、残疾
人、困难家庭、留守儿童等送温
暖、送健康、送祝福等志愿服务
活动。

4、过一个祥和的春节。陋习

是隐患，平安是幸福。增强安全
意识，遵守交通规则，不乱停乱
放，不酒后驾车。自觉抵制各种
陈规陋习，不酗酒、不赌博、不搞
封建迷信。不在危险地方燃放烟
花爆竹，注意防火防盗防爆。搞
好家庭卫生与环境美化，营造祥
和节日氛围。

节俭在细处、文明在身边。
让我们用节俭、生态、文明妆点

一个不一样的春节，在新的一年
里“讲文明、树新风”，争做文明
人、争做文明事，为建设生态、美
丽、幸福新滨州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祝全市人民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心想事成！新春快乐！
滨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

2014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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