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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人人争争做做志志愿愿者者 建建设设生生态态美美丽丽幸幸福福新新滨滨州州
——— 张光峰同志致全市广大志愿者朋友的一封信

全市广大志愿者朋友们：
值此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

习”题词5 2周年纪念日到来之
际，我代表中共滨州市委、市政
府向多年来真诚付出、无私奉献
的全市广大志愿者致以亲切的
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
雷锋故事。”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为全市广大志愿者朋友积极参
与志愿服务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出了更高要求。我衷心希望，全

市广大志愿者朋友学习雷锋同
志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
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事
求是、讲求实效，带头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
扬志愿精神，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努力营造“人人争做志愿者、
人人积极献爱心”的良好社会氛
围。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也要积极
发挥带头作用，踊跃投身志愿服
务活动，让更多的人成为志愿服
务的提供者、精神文明的传播
者、城市人文精神的践行者。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希
望广大志愿者朋友用友爱之心、
真诚之意、勤劳之手，共同建设
我们的文明家园，以自身实际行
动积极落实中央“四个全面”的
战略布局，为建设生态美丽幸福
新滨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日上午，建翔小区、华滨小区开展“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服务进
小区”便民服务活动，来自多家单位的青年志愿者为居民义务量血
压、测血糖、理发、维修自行车等，受到居民广泛欢迎。
本报通讯员 王小红 赵丽梅 本报记者 王茜茜 摄影报道

5日，建行滨州分行团委志愿服务团队走进滨州儿童福利院，
为孩子们送去了元宵、水果、鸡蛋等礼品。志愿者陪孩子嬉笑玩闹，
为他们送去了温暖和欢乐。
本报通讯员 李海峰 郭宁宁 本报记者 王忠才 摄影报道

滨州市启动城区公共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

每每月月第第二二个个周周日日志志愿愿扫扫卫卫生生
本报3月5日讯(通讯员 毛

立东 记者 王晓霜) 5日是
“向雷锋同志学习”52周年纪念
日，也是第15个“中国青年志愿
者服务日”。为进一步在全社会
弘扬雷锋精神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动员
和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志愿
服务，滨州市启动城区公共环境
卫生整治志愿服务活动，从3月
份到12月份，每月的第二个周日

上午开展活动。第一次活动日期
为3月8日上午。

公共环境卫生是一个城市
最直观的面貌，也是一个城市市
民文明素质的一面反光镜。日前
滨州也已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开展城区公共环境卫生
整治志愿服务活动，最重要的目
的就是要广大市民创造一个良
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根据活动要求，滨州各区和

市直及驻滨文明单位、文明机关
的志愿者和党员干部，将在3
月—12月每月的第二个周日上
午参加志愿者服务活动。志愿者
们将对责任区内车行道、人行
道、绿化带及建筑物外侧公共区
域的卫生死角、果皮纸屑、落叶
杂草等各类垃圾集中进行打扫、
清运；对责任区内建筑物、道路
路面和路灯等公共设施上的小
广告进行集中清理；对集中活动

时发现的乱扔垃圾、破坏公物的
行为进行及时劝导。

在志愿服务活动期间，滨州
市文明办、团市委、市城管执法
局将进行现场督导，对组织不力
甚至没有按时组织开展活动的
单位进行通报曝光。市文明办将
把各单位开展活动情况纳入文
明单位、文明机关年度考核的重
要内容，将在年底文明创建工作
考评中予以体现。

雷雷锋锋服服务务在在身身边边 儿儿童童福福利利院院献献爱爱心心

滨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召开

基基础础养养老老金金将将提提高高到到8855元元//人人

学习雷锋日

大多不记得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郗运
红 见习记者 马雯雯 ) 3月5
日，是学习雷锋纪念日，也是传
统的元宵佳节。但与元宵节相
比，学雷锋日的受关注度明显低
了很多。

记者在随机采访了各年龄
段的30名市民中，只有6名市民
知道3月5日是学习雷锋纪念日，
他们大都是学生、教师和志愿
者。有些市民虽然不知道，但聊
起学习雷锋精神来也有自己的
看法。今年4 0多岁市民李女士
说，上个世纪7 0年代她上小学
时，学习雷锋精神都有讲究。

“那时候学习雷锋精神可不
是一两天的事，整个三月份都是
积极全民进行。”李女士说，每年
的三月份她跟同学们都会给饭
店去打扫卫生、陪老人说话。那
个时候是全民都在学雷锋做好
事，像理发店都会在大街上摆摊
免费为路过的市民理发。“那个
年代学习雷锋没想到什么纪念
日，大家都在做自己自然就跟着
做了。”

本报3月5日讯(通讯员 劳
宏伟 记者 王领娣) 5日，滨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会议召开，2014年滨州人社就
业指标任务全面完成，社会保
障体系不断完善。2015年，全市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
标准将由每人75元提高到85元

2014年，全市实现城镇新增
就业5万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
移就业10 . 5万人，分别完成省计

划的156 . 6%、123 . 8%；城镇登记
失业率控制在2 . 21%，低于年初
制定的3 . 6%的控制目标；滨州
生源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
93 .98%，高出省指标8 .98个百分
点。在民生保障方面，扎实推进
统筹整合社会保险工作，新农保
与成居保制度实现并轨，城乡居
民医保管理体制完成整合。居民
保险工作自4月正式启动，全年
大病保险理赔39183件次，赔付

5939万元。自2014年1月1日开
始，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标准提高至每人75元，高处全
省平均水平10元。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连续第十次上调，8 . 73万
人受益。

对于下一步的工作，要着
力抓好“农民工三项行动计
划”，积极推进农民工在职业培
训、权益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
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促

进农民工融入城市；要实现城
镇新增就业3 . 5万人，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5万人，城镇登记失
业率控制在3 . 6%以内；高校毕
业生总体就业率到达8 7%以
上，确保全市就业形势稳定。

全市还将进一步完善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
人75元提高到85元，现已列入
2015年十大民生实事。

今年至少培训残疾人5000人次
本报3月5日讯 (通讯员

崔洪兵 记者 郗运红 ) 5
日，滨州市残疾人工作会议召
开。2015年全市将继续实施“万
名残疾人培训工程”，至少培训
各类残疾人5000人次。

推进城镇百万残疾人就业
工程，继续实施“百千万残疾人
就业创业扶贫工程”，新建14处
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每县区
年内至少培育扶持3处残疾人
就业扶贫基地、5名以上创业标
兵和致富能手。

落实《滨州市特殊教育提
升计划(2014-2016年)》，推动
义务教育阶段重度残疾儿童送
教服务工作，完善未入学残疾
儿童少年调查统计和通报制

度，建立和完善残疾学生及低
保残疾人家庭学生救助制度。

实施“万名残疾人培训工
程”，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依托市职业康复培训中心、
技术学院等就业培训基地、扶贫
基地和培训机构，开办一批适合
残疾人的培训项目，至少培训各
类残疾人5000人次；开展创业知
识培训，扶持500余名残疾人自
主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

抓好残疾人农民工职业技
能培训试点工作，对有就业要
求和培训愿望的残疾农民工开
展多形式的技能培训，对290名
有就业要求和培训愿望的残疾
农民工开展多形式的职业技能
培训。

今年重点抓“银龄安康工程”
本报3月5日讯 (通讯员

朱鹏 记者 郗运红 ) 5日，
滨州市老龄暨银龄安康工程工
作表彰会议召开。会议对2014
年度全市老龄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银龄安康工程”先
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
彰。今年重点抓好“银龄安康工
程”工作。

“银龄安康工程”自实施
以来，对于加强养老保障工
作，减轻群众负担，提高广大
老年人及其家庭抵御意外风
险的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各县区的情况差别很大，作
为省老龄办的一项重点工作，
重点在增加参保人数、提高参
保率上下功夫，力争消灭空白

县区和乡镇，扩大老年人的受
益面，以广覆盖、广保障、解难
题为目的，充分发挥社会保险
在养老保障中的积极作用，扎
实有效推进“银龄安康工程”
在全市开展。

为了将“银龄安康工程”打
造成广大老年人做实事、献爱
心的民心工程，2015年继续在
全市范围内联合开展以推广

“老年人意外伤害组合保险”为
内容的保障工程。制定《2015年
滨州市“银龄安康工程”实施方
案》，要求全市各县区集中精力
搞好辖区内“银龄安康工程”的
承保工作，确保全市50-80岁
中老年人参加老年人意外伤害
保险覆盖率全面提升。

农机总动力

将提高7万千瓦

本报3月5日讯 (通讯员 赵
恒章 记者 杜雅楠 ) 5日，滨
州市农机农机化工作会议召开。
2015年，滨州市力争全市农机总
动力达到620万千瓦，主要农作
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9 . 2%。

截至2014年底，全市农机总
动力达到613万千瓦，主要农作
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88 . 8%。
面对农业资源偏紧和生态环境
恶化的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
整，提高粮食产能，实现消费水
平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低，实现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重重压力，
2015年滨州市农机总动力仍要
提高7万千瓦。

转型升级，着力推进粮食规
模化生产成为首要重点工作。大
力推广主要粮食作物增产技术，
组合应用化肥深施、适期晚收等
增产增效节本技术，提高粮食单
产和品质；抓住粮食机收和秸秆
还田、土地深松两个关键环节，
力争达到25万亩；扎实开展农机
深松整地作业，大力推进粮食干
燥示范，2015年对粮食干燥机械
设备要优先补贴，应补尽补，市
级补贴资金也要优先给予累加
补贴；力争2015年各县区至少有
一套粮食烘干设备，达到2 0台
(套)以上并精心组织好关键农
时农机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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