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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础础养养老老金金标标准准提提高高工工作作完完成成
是2015年首件完成的“民生实事”

本报3月9日讯 (通讯员 劳
宏伟 记者 王领娣) 市政府
将“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础养老金标准”列入2015年《政
府工作报告》民生实事。目前，提
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工作已全部
完成，这是2015年首件完成的“民
生实事”。

自2009年以来，市委、市政府
一直把做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工作纳入重点民生工程范畴，
2011年7月提前半年在全省地级市
中率先同步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
盖”，比全国提前一年。基础养老
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从2012年

起，滨州市连续4年提高了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继2012年在全省率先实现农
村居民足不出村查询和领取养老
金之后，又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
行远程网络村级经办服务系统，
现已实现人社服务网络市、县、
乡、村四级贯通。群众持有银行卡

或存折就可以在本村的自助终端
机上领到养老金、查询账户余额，
还可在村里的百货、农资超市、卫
生室刷卡消费。

2014年，市政府第37次常务会
研究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自
筹资金基础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
增长10元，提高到每人每月85元。

2014年12月31日提标文件已上报
省政府，待市政府部署后建立调
度和督办制度，确保二个月内居
民基本养老金足额发放到位，惠
及全市59 . 66万60周岁以上老年居
民。目前，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工
作已全部完成，这是2015年首件完
成的“民生实事”。

全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安排部署2015年工作任务

牵牵住住民民生生交交通通的的““牛牛鼻鼻子子””

滨城区北镇小学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特别兴奋

老老师师祝祝福福装装进进红红包包送送学学生生
本报3月9日讯(记者 张爽

通讯员 邢艳红) 9日，市区
内各中小学陆续开学，滨城区
北镇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收
到了一份特殊的开学礼物———
红包，他们也有着不一样的开
学第一课。

通常，新学期第一课一般
都在交作业、老师强调开学纪
律中度过，不少学生都觉得枯
燥没有新意。9日上午，在北镇
小学五年级一班，老师们却在
给学生们发红包，这让学生们
感到惊喜无比。当学生们好奇
打开红包，里面放的并不是钱，
而是老师对每一位学生不同的
寄语和祝福：“消除假期综合症
小妙招”、“校园安全小提示”、

“新学期寄语”等，拿着如此特
别的礼物，学生们显得格外兴
奋。董庆菲拿着红包和记者说：

“听说老师要给我们发红包，我

特别惊讶，一开始还以为是钱，
打开之后是老师给我们的祝
福，感觉很特别，很喜欢。”“我
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开学第一
课，以前都是收作业老师讲一
下结束上课了，这次收到老师
给的特别红包，特别珍惜，也特
别高兴。”

对于给学生们发红包的
灵感，五年级一班的邢艳红老
师说是来自过年期间微信微
博上的红包热潮，信封式的红
包也代表着老师和学生们用
另一种方式进行沟通。“新学
期开学应该给孩子不一样的
开学礼物，选择给孩子们发红
包，里面放上我们老师对孩子
的祝福，让学生喜欢，也是希
望他们更好投入到新学期的
学习中，也表达老师对每一位
学生的关注。”

除了收红包，学生们在课

堂上畅所欲言，向老师和同学
讲述着假期里的所见所闻，把
假期里和家长一起动手制作

的灯笼拿出来进行评比，还各
自对自己新学习设立目标，说
出了新学期的打算。

革命精神
牢记心中

9日，滨城区秦皇台中心学校
组织5-8年级班干部、学生会成
员、团队干部100余人前往渤海革
命老区纪念园，由宣讲员对学生
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

学生们先后参观了纪念园室
内展厅、烈士英名录长廊、烈士墓
地及渤海革命纪念塔，学生们边
听边记，感受深刻。今年正直纪念
二战胜利70周年，通过本次教育
旨在让大家了解无数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
今天的幸福生活，从而牢记历史，
珍爱和平。

本报通讯员 赵长征 本报
记者 张爽 摄影报道

2015年，滨州市交通局将以完成民生实
事和重点工作、提升交通运输对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民生的贡献率为中心，全力推进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搞好全市综合交通体系
规划，强化法治交通建设，突破重大项目融资
瓶颈。

市交通局计划完成交通建设投资67亿
元，具体工作包括强力推进公路、港航项目建
设，启动黄河四桥、孙武黄河大桥前期工作，
科学编制全市“十三五”及2015-2030年综合交
通运输规划，做好与全国、全省规划衔接，争

取一批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影响的重
大项目进入国家及省规划并提前实施。

市交通局局长李勇说：“方便城乡居民
出行时我们的工作，今年，我们要科学合理
调整优化城市、城际公交线路，努力实现城
乡居民出行‘零换乘’。把全市以乡道为主
的骨干路网改造提升工程作为继‘三通’后
一件重要民生工程，力争用五年时间，基本
形成县与乡、乡与乡、乡与村之间较为畅顺
的农村公路网络。”
本报通讯员 李皓阳 本报记者 王璐琪

实现城乡居民出行“零换乘”

同学们迫不及待地展示收到的红包。本报记者 张爽 摄

本报3月9日讯（通讯员 李
皓阳 记者 王璐琪） 2014年
滨州市交通建设发生了深刻的
变化，滨州港建设顺利进行，海
港港区双堤环抱格局已经形成；
场站项目建设继续完善，滨州北
客运中心、无棣县城乡客运总站
及邹平运达物流中心投入使用；
济滨东高速总体进度全线领先。
2015年滨州交通建设面临着新
的机遇和考验，将继续牵着民生

交通的“牛鼻子”，唱响“交通好
声音”。

9日上午，滨州召开全市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会议，推进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管理服
务水平，关注民生交通成为会议
讨论的重点，作为市政府确定的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的滨州黄
河大桥免费通行工作率先突破，
终结了28年收费的历史，解开了
困扰群众多年的心结，自免费通

行后，车流量由原来的12000辆/
天增加到25000辆/天，年免征通
行费用近1亿元。

不仅如此，民生交通持续
发力，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滨州至各县区
城际公交线路(除邹平县外)已
全部开通。各县区至各乡镇公
交线路开通42条，投入公交车
2 4 9部，全市5 4 5 4个村中已有
1925个村开通公交车，票价比

原来普遍下降三分之一，年让
利社会金额达2500余万元，真
正实现了政府不投资、企业得
发展、群众得实惠的三赢局面。
市区校车达到112台，已使32所
学校的8200余名学生受益。这
些关乎民生生活的交通建设已
经遍布公路、铁路、港航等方方
面面，德龙烟铁路年内即将通
车运营，滨州港也力争今年正
式开航运营。

在会议上，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秦传滨说：“滨州市交通
基础设施已基本消除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但与发展现
代交通业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今后必须保持发展定力、理清发
展思路、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改
革法治、强化转型抓手、保障改
善民生，更好地发挥交通在“两
区一圈”开发建设、城镇化发展
中的先导和基础保障作用。”

市交通局

2015年，市公路局将加快公路建设，
强化养护管理，推进依法治路，提升服务
水平，力争完成公路建设社会总投资
29 . 8亿。

济滨东高速建设中计划取土场划定
和拆迁工作3月底全部完成，三线迁移改
造4月底全部完成，路基小桥涵工程6月
底全部完成，年内大中桥上部工程完成
90%以上，防护工程完成50%，路面工程
完成20%以上，继续在全线保持领先，为
2016年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今年高速公路将基本实现全国联网
收费，市公路局将积极争取新改建ETC

车道，大力宣传推广应用高速公路不停
车收费。市公路局局长刘占勤说：“今年，
市公路局将以长深高速黄河大桥为突破
口，大力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积
极推动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分工协作”
的联合治超机制，进一步加强车辆超限
超载治理工作，切实维护好路产路权，保
障人民群众通行安全。”
本报通讯员 王静波 本报记者 王璐琪

实施公路安全防护工程市公路局

实现滨州港正式开航运营是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十件民生实事之一，
近期市港航局组织码头竣工验收工作小
组成员单位召开了专题调度会议，进一
步细化任务、落实责任，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确保今年5月份完成竣工验收，6

月份实现港口正式开航运营。
2015年市港航局将全力推进滨州

港海港港区建设，其中有建成防波堤
二期工程，计划完成投资3 . 35亿元，8月
底前完成全部工程量；3万吨级航道工
程，建设规模为新建17 . 6公里3万吨级
单向航道，今年计划完成投资11 . 36亿
元，完成全部工程量；开工建设液体化
工码头工程，建设工期三年，今年5月
份完成初步设计和施工图批复以及招
投标工作，年内力争投资1亿元，完成

码头主体沉箱安装工程量的50%。
市港航局局长杨学峰说：“在全力

加快港航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同
时，坚决守住安全这条红线，针对水运
工程安全生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突出
的特点，常抓不懈，防微杜渐，不断增
强危机意识，落实各级安全主体责任，
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把好日常监管
关和应急处置关，全面提升安全生产
规范化、法制化管理水平，坚决杜绝重
特大事故发生。同时，积极协助滨州港
务集团做好港口设施保安工作，对今
年港航重点工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管，
严抓工程质量，实施周调度、月小结的
监管制度，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本报通讯员 许孝亮 李鹏 本
报记者 王璐琪

滨州港6月开航运营市港航局

加快德大、黄大、济青高铁等项目建
设推进力度，逐步形成北接黄骅、南连胶
济、西接京沪、东达烟威的路网格局，今
年是关键一年。

德大铁路年内即将通车运营，黄大
铁路已开始征地拆迁，淄东线电气化
改造已进入实施阶段，济青高铁邹平
段年内即将开工。为此，市铁路局将积
极协调济南铁路局和德龙烟公司，倒
排工期，确保年内通车运营。组织和指
导黄大铁路沿线县区做好黄大铁路的
征地拆迁工作，并针对可能出现的矛
盾、困难做好预案。配合济南铁路局做
好淄东线电气化改造相关工作，就博
兴县提出的博兴站客运站同步改造、
到发线升级等事项，积极向济南铁路
局争取。积极推进济青高铁项目进程，

按照省政府济青高铁项目协调会议要
求，进一步指导邹平县制订好征地拆
迁方案。

市铁路局局长鲁宝国说：“落实滨
港铁路二期建设任务，要做好筹措建
设资金和完备手续两项工作。济滨城
际铁路早已列入国家“十二五”发展规
划，由于投资主体没有落实，项目未能
推进，环渤海城际铁路和滨临快速通
道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我们将
密切联系周边相关地市，共同争取省
政府、省发改委尽快列入省近期铁路
建设计划，明确建设主体。对条件成熟
的部分路段，我们创造条件，率先启
动，以此推动高铁贯通滨州早日成为
现实。” 本报通讯员 王大恺 本报
记者 王璐琪

落实滨港铁路二期建设任务市铁路局


	U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