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于雪莲 美编：汪星

C02-C03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唐菁
通讯员 田致光 王玉琦 ) 7日，
记者从市残疾人联合会获悉，2014

年全市新增残疾人就业1452人，今
年淄博将成立全市残疾人创业孵化
中心，帮助残疾人自助创业。

淄博深入推进“百千万残疾人
就业创业扶贫工程”，进一步加强就
业扶贫基地规范化建设，全市84个
基地共安置残疾人数1708名，辐射
带动残疾人户数1783户。淄博建成
涉农扶贫基地35处，免费向残疾人
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促进残
疾人增收脱贫。

据市残疾人联合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2015年将进一步加强就业指
导，促进残疾人创业和灵活就业，依
托市人社局设立的创业孵化中心，
成立全市残疾人创业孵化中心，提
高残疾人自主创业能力。

创业孵化中心

将助残疾人创业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樊伟
宏 通讯员 王斌 高丽) 7

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随着
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稳步推进，
淄博14家县级公立医院取消药
品加成，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
调整诊疗服务收费价格，破除
了“以药补医”的格局，群众看
病难看病贵得到有效缓解。

据了解，自2014年10月第二
批试点县公立医院正式开始启
动改革后，淄博已有四个区县
开始破除“以药养医”格局，据
了解，目前淄博共计有14家县
级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其
中临淄、桓台、高青各四家，沂
源两家。

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方
面，卫计部门要求，要提高体现
医护人员劳动价值的服务价
格，但要降低检查等项目的价
格。为防止调整服务费后再次
加重患者负担，我省明确要求，
调整后增加的医疗服务费可以
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在取消药品加成的同时，各

试点县的县级医院将全部通过
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并提
高基本药物比例。为照顾各地用
药习惯，允许各市在医保目录中

选择一些补充品种，但不能超过
医院药品品规总数的20%，销售
额也不能超过全部药品销售额
的20%。记者从市卫计部门获悉，

下一步县级公立医院改革覆盖
面将会继续扩大，全市所有符合
条件的县级公立医院有望实现
药品“零差率”。

1144家家县县级级公公立立医医院院取取消消药药品品加加成成
下一步全市县级公立医院有望全部告别“以药养医”

每每千千名名老老人人养养老老床床位位达达3333张张
淄博提前两年完成省、市下达的指标，数量居全省前列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唐菁
通讯员 孙桂蕾) 淄博每千

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3

张。7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淄
博已建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206

家，养老床位3万多张，数量居全
省前列。

2014年市民政局出台了《关
于做好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管
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规
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管理。将
养老机构的审批权全部下放给
区县民政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在县级民政部门许可设立权限
不变的基础上，将市民政局委托
区级民政部门审批，更改为直接
授权区级民政部门负责辖区内
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按照“谁
许可、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
简化了办理手续和时限，将养老
机构审批由以前的批准筹建、批
准设置两个环节，更改为养老机
构设立许可一个环节。养老机构
于每年3月31日前向许可机关申
请年审，《实施意见》出台前设立
的养老机构，符合条件的限期办

理手续，不符合条件的限期整
改；规范养老机构服务内容和内
部管理要求。对养老机构基本规
范、服务协议签订及老年人日常
生活服务、居住条件、饮食卫生、
健康状况评估等服务内容，以及
养老机构服务制度设立与公开、
工作人员配备与聘用、收费标准
的确定与依据、终止服务手续等
内部管理要求均作出明确规定，
为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和管理提
供了有效的制度保证。

根据意见要求，市民政局在

降低养老机构申办门槛，并将养
老机构的审批权全部下放给区县
民政部门，简化了办理手续和时
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扶持力度，
争取省、市各级各类资金近5000

万元，用于养老项目奖补、各级社
会福利中心服务能力提升和农村
幸福院建设。目前，淄博已提前两
年实现省政府和市政府下达的30

张和32张的千名老人床位指标，
培训养老机构从业人员300余名，
并取得相应资格证书。

市经信委公布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工作安排

利利用用知知名名电电商商平平台台推推广广““淄淄博博造造””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宋苏航) 6日，淄博
市经信委发布了《关于抓好
2015年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工
作确保实现良好开局的通知》，
要求做好一季度工业经济运行
及春节期间生产组织工作，实
现稳中求进、扎实开局。通知要
求，利用知名电商平台，推动淄
博品牌工业品市场开拓，提高
淄博网购市场占用率。

通知提出，目前淄博市经
济稳定发展还存在一些困难，
工业稳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
突出表现在工业经济持续低
迷，区域、行业发展不均衡，资
源环境约束日趋加大，产品价
格持续回落，企业生产经营成
本上升，产品库存加大，企业利
润率降低，实现年度稳增长目
标任务非常艰巨。

通知要求，突出抓好工业
项目建设，不断增强工业发展
后劲。各区县要把工业项目建
设摆在经济发展更加突出的位
置，抓紧开工建设去年及今年
一季度工业重点项目，努力完
成一季度工业项目开工建设目
标任务。对已通过环评、能评，
具备资金、土地等施工条件且
市场前景良好的项目，要积极
组织力量，尽快安排开工建设，
争取早日达产达效。要积极向
各金融机构推荐一批好项目，
衔接落实信贷计划，争取更多

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要积极做
好对上扶持资金争取，力争有
更多项目列入国家、省专项资
金扶持计划。

组织引导企业搞好网络营
销，利用国际知名电商平台和
国内知名网上商城进行网上促
销活动，提高淄博网购市场占
用率，推动品牌工业品市场开
拓。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重点是
迅速占领国际新兴市场，加快
工业品出口结构调整，大力发
展高附加值、高性价比产品出
口，为全市工业稳增长提供强
有力支撑。

近日，淄博市经济工作会
议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一系
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紧
密结合转型发展实际，综合考
虑各方面因素，把2015年全市
地区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定
为7 . 5%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预期增长目标定为8 . 5%左
右。通知提出，这一目标的设定
更有利于淄博市在复杂困难的
局面中专注于提高经济发展的
质量和效益。要按照年度工业
增长目标，本着一季度工业增
长不低于全年平均水平的原
则，以及“稳中求进，扎实开局”
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安排好一
季度增长目标大力推动市场开
拓，精心组织好项目实施，确保
实现全市工业经济首季“开门
好”。

加大物美价廉产品市场投入
市经信委要求抓住今年

一季度市场消费旺季的有力
时机，创新营销新模式，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促
销活动，搞好产销衔接，多拿
订货合同，为全年市场开拓奠
定良好的基础。

要继续抓好春节期间市
场供应和扩销促销活动，组织
好节日商品，特别是具有节日
消费特点及与日常生活相关
的各式礼品、粮油食品和其它

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供应，满足
和丰富节日市场需求。要根据
农村和城乡市场不同特点，适
时调整营销方案，加大对物美
价廉、适销对路产品的市场投
入，引导和扩大城市和农村两
个消费市场。要大力开展工商
企业对接活动，推动名优新特
产品进商场、超市、便利店、批
发市场和农贸市场等各种市
场渠道，扩大市场份额。

本报记者 臧振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唐菁) 市
民政局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去年
清理不合格社会组织242家。

2014年4月29日，淄博成立社会组
织促进会，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互
动提供有效的平台。在成立社会组织
促进会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组织评
估指标和方案，对33家社会组织完成
了评估初审。积极开展首届社会组织
公益创投活动，初评、公示公益创投
项目31个，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创业
园)正在筹建中。新登记社会组织163

家，清理不合格社会组织242家，109家
行业协会商会在人员上实现了去行
政化。

去年清理242家

不合格社会组织

7日，市民在高青县人民医院取药。 本报通讯员 巩树林 摄

淄博将推动名优新特产品进商场、超市(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残疾人学驾照

可享资金补贴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唐菁
通讯员 田致光 王玉琦) 为做
好残疾人学驾照安全管理服务，淄
博逐步完善了残疾人驾车政策保
障和资金补贴制度。

据了解，2014年招收残疾学员
170人，培训合格30人，截至2014年底
共招收残疾学员470人，培训合格
253人。周村区、桓台县对残疾人考
取驾驶证分别给予1000元、1500元
的补贴，高青县发放2760元的学费
全额补贴。

今年，市残联将继续做好残疾
人学驾照安全管理服务工作，逐步
完善残疾人驾车政策保障和资金
补贴制度。

相关链接

取消药品加成的

14家县级公立医院

高青县人民医院、高青县第
二人民医院、高青县妇幼保健院、
高青县中医医院

桓台县人民医院、桓台县中
医院、桓台县妇幼保健院、桓台县
结核病防治所

临淄区人民医院、临淄区妇
幼保健院、临淄区中医院、临淄区
口腔医院

沂源县人民医院、沂源县中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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