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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企业业退退休休职职工工养养老老金金
人人均均月月涨涨227755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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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商河
县人社局了解到，从2015年1月1

日起调整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目前已经调整完毕并补
发到位。调整范围包括2014年12

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退
职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的企业退休、退职人员。与往年
不同的是，今年首次实行待遇调
整与缴费年限挂钩，分为7个档
次，月增加额为30至90元，这是
自2005年以来商河县连续第11

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

据了解，此次调整采取普遍
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普遍调整由定额调整、与缴费年
限挂钩调整、与本人养老金水平
挂钩调整三部分组成，人均月增
加275元。定额调整按每人每月125

元增加，退职人员按退休人员标
准的80%计算增加，即每人每月增
加100元。与缴费年限挂钩调整，
根据退休人员缴费年限长短划分
为7个档次，缴费年限自满15年
起，每满5年一个档次，月增加额
为30至90元。缴费年限含视同缴
费年限，但不含特殊工种折算增
加的年限。缴费年限不足1年的，
按1年计算。与本人养老金水平挂
钩调整，按2014年12月份本人月基
本养老金的3 .3%计算增加。

在此基础上，调整对下列
人员再给予适当倾斜：2014年
12月31日前，年满70周岁不满
7 5周岁 (以办理退休手续时按
规定确定的出生年月计算，下
同)、年满75周岁不满80周岁和
年满80周岁以上的退休人员，
每人每月分别提高20元、40元
和 8 0元。其中，2 0 1 4年 1月 1日
至12月31日期间达到70周岁、
75周岁和80周岁的，每人每月
再分别提高250元、150元和280

元。
对于2014年12月31日前已按

有关规定办理退休手续的建国
前老工人，此次调整的增加标准

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
每人每月增加555元；抗日战争
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
增加475元；解放战争时期参加
革命工作的，每人每月增加395

元。本次增加的待遇，作为计发1

至 3个月生活补贴的基数。对
2014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手续的企业退休军转干部，
每人每月提高50元基本养老金。

另据了解，商河县“五七
工”、“家属工”的养老金同样有
所增长，人均月增加145元。
（通讯员 刘洋洋 记者 邢

敏）

检察室护航

中小微企业

知产保护

本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刘文斌 王嘉铎 记者 刘
慧） 近日，商河县检察院派驻
郑路检察室组织辖区中小微企
业召开座谈会，围绕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等内容进行座谈交
流。

会上，检察室干警介绍了
检察机关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
职能和具体措施，认真了解企
业知识产权保护诉求，结合检
察院办理的侵犯知识产权典型
案例，就有关法律问题进行
现场解答，并认真征求对检
察机关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
护的意见建议。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
加强了检察机关与中小微企
业的联系沟通，为增强企业
维权意识、助力辖区企业创
新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

麦收忙，

天气挺给力！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尚建设）

高考期间，天气状况不是
很好，34℃的高温外加晚上的
雷阵雨，不少考生直呼：“这
天气太不给力了！”9日，记者
从商河县气象局了解到，未
来天气以晴天为主，在麦收
期间，这天气还算给力。

上周末商河的绝大部分
地区迎来了一场短暂的雷阵
雨，电闪雷鸣，但不少市民直
呼：“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现在正值麦收时节，这样的
雷雨天气成了农民最担心的
问题。王先生说：“要不然就
来一场大雨，省得灌溉了，这
样也下也不下的，麦子是收
还是不收啊？”据了解，未来
几天天气状况不错，农民可
以趁天好，抓紧进行麦收。总
体上来说，未来几天天气情
况以晴天为主，风力较大，麦
收时注意安全。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状况
如下：

11日晴，北风转南风都是
3级，最低气温16℃，最高气温
32℃左右。

12日多云，南风3级，最高
气温34℃左右。

13～14日多云间晴，局部
地区可能有雷阵雨，北风转
南 风 都 是 3 级 ，气 温 有 所 下
降。

15～16日晴，南风3～4级
阵风6级，气温回升。

本报6月1 0日讯（通讯
员 路玲霞 李晓霞 记
者 刘慧） 城中村及无隶
属管理破产单位的环境卫
生工作，一直以来是困扰城
区环境卫生管理工作的一
个薄弱点，也是老百姓普遍
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管理
整体工作质量的提升。为了
彻底解决这一重点、难点、
热点问题，从3月份开始，商
河县执法局环境卫生管护
中心着手对 1 6个城中村和
1 7个无隶属管理破产单位
环境卫生进行综合整治，目
前集中清理工作已基本结
束。

商河县执法局环境卫
生管护中心组织了 1 5名环
卫管理工作人员和一线环
卫工人，出动铲车、清运车、
垃圾打捞船等设施，对无隶
属管理破产单位家属院和
城中村街巷、河道、沟坡、湾
边积存的建筑垃圾、生活垃
圾 、柴 草 等 进 行 了 集 中 清
理、清运。

“像副食品加工厂家属
院的那块空地都被生活垃
圾与建筑垃圾占领了，也都
没有人管理。”工作人员说，
因进入家属院的路比较窄，
在家属院住的市民都不愿
意多走路，久而久之就成了
垃圾堆，“一到夏天苍蝇、蚊
子太多了” 。

据在副食品加工厂居
住的王先生介绍，副食品加
工厂是商河县最早的破产
企业之一，至今已经二十年
了。“这二十年间，家属院完
全没有人管理，我们也大都
没有工作、没有地，很多都
靠低保生活，现在终于有人
管我们门前的垃圾了。”

集中清理结束后，商河
县执法局环境卫生管护中
心为城中村及无隶属管理
破产单位配齐环卫保洁人
员，配套垃圾收运设施，还
将建立长效的管理机制。目
前 5 3名保洁人员已全部到
岗，155组、536个垃圾收集桶
已全部安置到位，4辆垃圾
运输车辆已投入使用。

据了解，目前集中清理
工作已基本结束，管护中心
共出动车辆8辆，1260车次，
清理垃圾死角 1 8 2处，清运
2970立方米。城中村及无隶
属管理平破产单位的环境
卫生问题纳入执法局统一
管理，城区统一保洁面积在
原来基础上增加了 5 4万平
方米，达到266万平方米。

城中村整治

取得成效
目前清理工作

已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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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巷镇第八届金杏采摘节开幕啦
本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齐志广 记者 刘慧） 6月6

日，殷巷镇第八届金杏采摘节
在张六真村正式开幕！

张六真梨园里目前备受游
客们的青睐的是已成熟的“金
太阳”杏，是从德国引进，具有
个头较大、皮薄肉多、口感香甜
等特点。

游客们除了可以体验采摘
的喜悦，还可以品尝树下草莓，
参加金杏摄影比赛、畅游大沙
河和体验农家乐等活动，尽情
享受田园生活的无限乐趣。

本届金杏采摘节既是金杏
采摘节的延伸，也是殷巷生态
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成果的
缩影，更是拓展农家乐旅游内
涵、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
个标志，预计开幕式当天可迎
接游客近千人。 游客们在树下采摘大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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