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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章丘

主打

让困难群众过个好年

企企业业设设救救助助基基金金减减免免税税收收
章丘人社局
结对29家困难户

本报1月23日讯(通讯员 顾永
刚 周志伟) 近日，章丘市人社局
对联系帮扶困难群众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分别与绣惠镇、龙山街
道17个村的29户困难群众结成了帮
扶对子。

日前，章丘市人社局召集全体
党员干部召开了党员干部帮扶困
难群众动员大会，传达学习了我市

《关于开展党员干部联系帮扶困难
群众工作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开
展党员干部联系帮扶困难群众工
作的实施方案》，对联系帮扶困难
群众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分别与
绣惠镇、龙山街道17个村的29户困
难群众结成了帮扶对子。会后，各
工作组迅速落实“一帮一”工作对
接，对困难群众家庭情况进行了全
面摸底，对帮扶对象的基本情况、
困难程度、致困原因、技术特长、就
业要求、帮扶需求等内容详细记
录，做到底子清、数据实。

据了解，该局将把建立和实行党
员干部联系困难群众制度作为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有力抓手，
在给予联系帮扶对象一定经济资助
的同时，从联系家庭实际需求出发，积
极帮助谋划发展思路，提供致富信息，
联系技能培训，帮助帮扶群众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同时，将建立起畅通有效的联
系渠道，与困难群众保持长期经常
化联系，并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
保以个人联系、直接联系为主，防
止以集体联系代替个人联系、以间
接联系代替直接联系，切实把这项
民生工程抓好抓实。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支
倩倩) 20日，章丘市召开困难
群众帮扶解困工作推进会议，
从1月21日到25日，章丘市各
级各部门各企业在自愿的前
提下集中组织捐款，帮助困难
群众安全过冬、高兴过年。

记者了解到，本次捐助活
动由帮扶困难群众工作领导
小组统一组织，1月21日到25
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企业在
自愿的前提下集中组织捐款。
各单位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
自动员、亲自抓落实，并明确
一名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捐款
有专人清点、接收和登记，所
接收的捐款统一上交市民政
局设立的专户。市民政局接收
捐助资金后，必须向捐助单位
开具专门的收款收据，并及时
将捐助资金统计汇总，做到账
目清楚、手续完备。对企业捐
赠设立救助基金的，帮助企业
做好税收减免协调工作。捐助
资金汇总后，市民政局要严格
按制度办事，加快工作节奏，
通过走访慰问等形式，尽快将
救助资金和物品发放到困难
群众手中，让困难群众安全过
冬、高兴过年。这次捐助活动
结束后，市民政局要在新闻媒
体公布各单位的捐助情况及
捐助资金的使用情况。财政、
审计等部门要对捐助资金的
管理使用进行跟踪审计，确保
让捐款人放心，让社会各界满
意。

市委书记江林在会上指
出，各级各单位要层层动员、
广泛发动，让广大干部职工深
刻认识这次捐助活动的重大
意义，引导他们带着深厚的感
情积极主动参与到捐助活动

中来。面对处于困境中的父老
乡亲，鼓励企业从生产利润中
拿出专款，设立帮扶救助专项
资金。企业捐赠之后，将依法
享受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各
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在捐助活
动中带头捐款，主动承担更多
责任。要加强协调配合。各有
关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
工作。市民政局负责这次捐助
活动的具体组织和管理工作。
开发区、各部门、各镇街在做
好本单位捐助活动的同时，要
加强对所辖企业、所属单位的
指导，确保捐助活动顺利进
行。财税部门负责落实好企业
捐助后的纳税减免政策。新闻

宣传部门要加大舆论宣传力
度，积极营造“人人关爱困难
群体，踊跃参加扶贫帮困”的
良好氛围。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天东
说，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强化
公仆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按照工作要求和步骤，逐
户走访调研，认真调查摸底，
及时公开公示，做到底数摸清
摸实、群众诉求全面掌握。要
认真做好宣传发动，积极组织
广大党员干部、企事业单位和
社会各界开展捐助活动，并做
到专款专用，严格管理。要扎
实组织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等
走访慰问活动，做好各类救助
资金和物资的发放工作，及时
落实低保、抚恤、拥军拥属等

政策，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安
排好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帮
助困难群众过好年。春节过
后，市委、市政府还将进一步
研究具体措施，完善帮扶机
制，让困难群众与全市人民一
起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建美
好家园。

据了解，近年来章丘市
委、市政府在狠抓经济发展，
做大公共财政蛋糕的同时，高
度重视保障改善民生，建立健
全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科
学分好蛋糕，让广大群众更多
更公平地分享了改革发展成
果。同时，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捐赠救助活动，帮助许多
困难家庭渡过了难关，改善了
生活。

1月22日，黄河镇启动党员干部联系帮扶困难群众捐款仪式。仪式上，全体机关干部纷纷解囊
捐款，向困难群众献出自己的爱心。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出国劳务
美国、加拿大、

澳洲，劳务输出。
电话：58760952

唯慧茶苑
主营：铁观音、金骏眉、

台湾乌龙(高山茶)，

批发、零售，免费品茶。
地址：章丘市百脉豪庭北金色

童年北100米路东。

电话：18906446637

小额贷款
应急周转、

房产中介、POS机
电话：13176665586

高中档生态鱼缸、鱼食、鱼药、水族器械、
沉木水草、观赏鱼、异型鱼、观赏螺、水晶虾

地址：鲁宏大道与宝岛街交叉口金都火锅王往南18米
QQ：1600557067 电话：13455332211

亚马逊水族

新 天 地 家 政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清洁、地板打蜡、
皮革沙发清洁保养、拆装家具、洗拆窗帘、
沙发套 疏通下水道、热水器除锈
油烟机洗修、水电暖、太阳能维修
13953139204 柴经理

老 城 根 菜 馆
地址：

鲁宏大道加油站西邻

订餐电话：

83858188

卖 房
绣水东路，城建监理所东

侧门头房，173㎡(上下两

层)，现出售，6200元/㎡，

联系电话：18668980977。

闽泉茗茶
铁观音、普洱、大红袍、金骏眉、正山小种、

福建花茶、各种绿茶 自产茶园 原厂正品
地址：铁道北路中段农贸市场对面

电话：83205566/18654568566

捷亮安居门窗
专业门窗密封，防风防尘、

隔音保暖、国家专利。

加工各种新型防盗窗、

复合防盗窗。平台防护、推拉防护。

电话：15253136088 18254126667

门头出租
铁道北路中段

200平米门头房出租
联系电话：15588817188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335182638

搬 家

老兵搬家
长途运输 医院、单位
设备搬迁 家庭搬家

空调、家具拆装 鱼
缸搬运电话：83230052
13864123900 李经理

随缘搬家公司
电话：13869155118
公司地址：鲁宏大道东
首 张经理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

空调移机、货物装卸、
水电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
装卸、空调移安、拆装
家具、疏通下水道、公
司移迁、专业搬钢琴、
收各种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
室内外保洁，清洗油烟
机，换纱窗布、疏通下
水道、各种零活、钟点
工
电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电话13864157498高
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
架、电线、电缆、开关、
吸顶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
批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
果首页
电话：13188895368

装宽带送手机
开发区华联店内联通
营业厅，666元装宽带
送智能手机再送千元
话费。
电话：1317669567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
章丘总代理
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
调全，年租最低280元。
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转 让
转让熔接设备
专业光缆光纤熔接、出
租转让熔接设备 田
先生
电话：13335182638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 监控工
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电话：

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
门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挂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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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投资
订版电话：8095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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