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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季季度度软软件件产产业业营营收收完完成成99225566万万元元
姚家街道软件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韩惠斌) 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快，姚
家街道十分注重做好老年
人工作，大力开展“老有所
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
有所敬、老有所得”活动，在
全社会形成了尊老敬老的
良好风尚。

街道始终把贯彻落实
《老年法》作为发展老年事
业的准绳，有力地保护老年
人的合法权益。为解决“有
人办事”的问题，街道成立
了老龄工作委员会，设立了
专门办公室，一名副主任亲
自靠上抓，各村居也分别成
立了老龄专门机构，积极组
织各种形式的老年文化活
动，将各项老龄政策落到实
处。

为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和抗风险能力，街道实
施了“银龄安康工程”，为

10109名60-79岁老年人办理
银龄安康保险，共计10 . 11万
元。在此基础上，为3419名8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
贴132 . 82万元，其中80-89岁
3382人，发放金额118 . 03万
元；90-99岁32人，发放金额
9 . 98万元；100岁以上5人，发
放金额4 . 80万元。

为发挥老年人的作用，
街道各村居借助开展老年
人座谈会、组织参观书画展
等形式，听取老年人对全街
道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
建议。在此基础上，充分发
挥老年人在民事调解、移风
易俗、红白喜事、计划生育
等方面的优势，让他们积极
参与社会活动。还利用老年
人经验丰富的优势，组织老
年人开展舞蹈、太极拳、歌
唱比赛、老年电视大学等活
动，为新姚家的和谐发展做
出积极贡献。

为万名老人办理银龄安康保险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周翔 王娟) 近年
来，姚家街道坚持以服务保
障好CBD为主线，以楼宇经
营规模化、管理服务精细化、
产业集聚特色化为目标，不
断做大做强楼宇经济，辖区
经济实力稳步上涨，成功打
造了中润世纪广场、成城大
厦、能源大厦等3座亿元楼
宇。2014年共计新增企业400
余个，注册资金超过3000万元
的企业6个。其中，花园小镇、
泰悦赫府、浪潮名筑华府目
前3个项目相继开工，16个续
建项目稳步推进。

街道辖区楼宇资源丰
富，现有楼宇12处，全年区
级收入过百万的楼宇企业
共28家，2014年实现区级税
收约5 . 8亿元。街道通过对空
置或半空置的楼宇进行重
新定位、包装，改变原楼宇
功能，盘活现有资源，增加
招商引资活力，引进了山东
能源集团、太平洋财产保
险、人寿保险山东分公司等
大型总部企业，为打造亿元

楼宇打下了坚实基础。
街道协同工商、税务、

财政等部门，积极采取措施
强化为企业服务功能，按照
历下区委、区政府产业总体
规划布局，结合辖区优势，
狠抓产业结构调整，着力打
造特色商务楼宇和产业聚
集区。目前已形成金融普业
聚集区、江北最大的黄金珠
宝产业聚集区，文化广告创
意产业园和国际贸易电子
商务产业园初显规模，呈现
出产业集聚、特色发展的良
好局面。

为优化服务发展环境，
街道各部门密切配合，实施
项目、楼宇、业主“1+1+1”服务
模式，积极为辖区企业排忧
解难，一年来共收集企业难
题50余个。同时，街道还着力
打造了楼宇经济数据库，力
争实现楼宇管理的电子化、
网络化、流程化。在做好软环
境建设的同时街道还大力改
善辖区基础设施和配套公共
服务面貌，切实增强姚家地
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楼宇经济呈现产业集聚势头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聂凯) 为解除

失地农民后顾之忧，保障失
地农民老有所养，姚家街道
人社服务中心认真落实各
级关于被征地农民社会保
障各项政策，坚持集体、个
人、用人单位三结合的原
则，积极鼓励失地农民参加
养老保险。目前，辖区7个行
政村(居)共有15502名失地
农民，其中2946名适龄人员
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1696人正在享受退休养老
待遇。共计6428人参加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其中窑头村
1346人是由村委出资为其
办理。两项合计辖区内适龄
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覆
盖率可达到78%以上。

为保障失地农民就医
需求，方便失地农民看病就
医，更好地享受基本医疗保
障，街道人社服务中心以

“优化服务，惠及民生”为己

任，积极与民政、残联和村
(居)等部门联系，大力宣传
医疗保险政策，鼓励失地农
民参加医疗保险。截至目
前，共有6559名失地农民参
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8353
人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其中305名低保重残人员享
受免除保险费用，参保率达
96%。

在就业技能培训、增加
失地农民就业机会方面，街
道人社服务中心把提高失
地农民素质，提升失地农民
的价值观放在首位，在上级
政策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
打造就业平台，破解失地农
民就业难题。根据前期摸底
调查和市场需求，采取自办
和联办的形式，先后在十里
河、荆山、姚家等村居免费
开办了育婴保健、营养烹
调、家政护理、面点制作等
20多个专业方向的技能培
训班，共有60班次2396人接

受培训。失地人员通过参加
技能培训，掌握一至二门专
业技术，“有活可做、有钱能
挣”，增强了可持续就业能
力。

为鼓励失地无业农民
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对自
主创业且符合贷款条件的
失地农民发放小额贷款，
扶持失地农民实现就业，
实现农民失地不失利、失
地不失业。为帮有创业意
愿的失地农民实现创业梦
想，目前已发放小额贷款
60余例400万元。并在十里
河星河工业园建立创业孵
化基地，采用“生产、管理、
科研、服务一条龙”和“创
业培训—就业扶持—创业
促就业”系列化服务机制，
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
题。已扶持32人成功创业，
带动305名失地农民实现
了就业，形成了以创业带
就业的良性循环。

组组织织培培训训22339966人人
发发放放440000万万元元小小额额贷贷款款
姚家人社中心努力保障失地农民利益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刘如洋) 为促

进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可持
续发展，姚家街道统筹谋
划、多措并举，积极做好节
能减排工作，努力为历下添
一份绿意。

街道筛选出耗能相对
较多的5家重点单位，对其近
3年的耗能情况进行了摸底
调查，制定了今年的耗能计
划并督促企业落实好节能减
排工作。同时，走访了辖区62
个重点企业单位，积极推广
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放节
能减排宣传单320份。

为确保油品质量过关，
针对加油站油品质量因不
符合规定而造成污染的问

题,街道对辖区内的8家加油
站进行了走访排查，其中中
石油第5和第29加油站正在
装修暂未营业，其余6家加
油站相关手续齐全，其汽
油、柴油均符合国Ⅳ标准，
符合我市油品标准。

节能减排是一个社会
工程，不仅需要政府、企业
的支持，也需要公众的参
与。姚家街道在辖区各村居
及3个工业园区通过悬挂条
幅、设立宣传栏、发放宣传
手册及现场讲解等方式，大
力宣传节能减排。截至目
前，共悬挂条幅19条，设立
宣传栏57个，发放宣传手册
900余份，营造了良好的节
能减排氛围。

发放900余份节能减排手册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张祺) 今年，姚

家街道办事处软件产业营
业收入目标任务为3 . 5亿
元，同比增长16 . 17%。街道
采取三项措施，积极对接企
业，第一季度完成目标任务
9256万元，同比增长23 .4%，
完成年计划的26 .44%，实现
一季度开门红。

为做好辖区软件产业
企业摸底排查，确保企业
应统尽统，今年2月，街道
针对软件产业企业进行摸
底排查，共有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从业机构40余家。
其中，2014年营业额超过
500万的有开创盛世网络
技术、联友通信等5家企

业，大部分企业分布于东
环科技城片区，有一小部
分分布于中润世纪城。

在重点企业走访对接、
落实指标支撑情况方面，街
道提前调度，提前跟进，及
时与辖区内各企业沟通、交
流，做好信息反馈，特别注
重与五家指标支撑企业的
沟通，紧紧抓住经营业绩增
长不放手，走访了开创盛世
网络技术、联友通信、益速
数据、派瑞光电、恒宇电子
等单位，通过企业挖潜，业
务扩展和调剂等手段，确保
软件产业营业收入目标任
务顺利完成。

同时，做好企业招商
宣传，增加支撑指标的生

力军。街道现共建两个载
体，中润三期世纪锋、中润
世纪锋(两个园区，文化创
意园和跨境电子商务园)。
在建7个支撑载体，中国人
寿、中弘广场、中铁国际城
商务楼、华润万象城、中润
四期万嘉隆、景苑商务楼、
大地锐城商务楼。通过建
设网络平台和座谈会等方
式，对各载体企业进行招
商方向引导，增加软件产
业企业数量，综合运用政
策、规划、标准、资金、项目
和行业管理等手段措施，
全方位、多角度持续支持
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更好
地支撑软件产业营业收入
目标任务。

近日，姚家街道
邀请专家开展了以

“关爱女性健康 远
离妇科疾病”为主题
的健康知识讲座，引
导辖区女性建立健
康的工作、生活作息
习惯，加强体育锻
炼，促进身体健康。

通讯员 高海
峰 摄

近日 ,姚家街道党工委
书记曾素燕、街道办主任李
笃来等街道主要负责人来
到友谊苑居委会召开友谊
苑南区综合整治工作协调
会，听取楼长、居民代表、友
谊苑南区物业、业委会关于
友谊苑南区环境卫生、水电
并网等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
并表示将努力与居民一道 ,
建设安定和谐、干净整洁的
居住生活环境。通讯员 闫
绪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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