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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慈心心一一日日捐捐””募募得得66 .. 88万万余余元元
姚家街道积极推进慈善事业发展

姚姚家家街街道道做做好好
失失业业人人员员跟跟踪踪服服务务
已为525人办理灵活就业补贴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王中娜 唐小凡)
为了及时掌握失业人员的详
细状况，切实做好帮扶工作，
积极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姚家街道利用办理失业登记
及入户走访的机会，对每位
失业人员的技能状况、培训
意向和求职意向进行摸底登
记，认真填写《济南市就业失
业登记申请表》，做好实名登
记服务工作。

在办理失业登记中，工
作人员根据失业人员实际
情况填写《失业人员求职登

记表》，对失业人员的个人
详细资料，以及失业金领
取、接受技能培训、再就业
援助情况，再就业经历等进
行跟踪记录，实行动态管理
服务。根据失业人员的年
龄、技能和需求，积极引导、
教育失业人员转变就业观
念，面对现实，客观择业，尽
快再就业。

在培训方面，在失业人
员上岗前，工作人员积极做
好有关的技能培训服务，请
用工单位人员对该岗位所
需要的基本技能进行培训，

力求使再就业的下岗、失业
人员能胜任新的工作岗位。
并对上岗后的职工提供全
程跟踪服务，经常了解他们
的工作情况，及时与用工单
位沟通，并及时给予关心和
帮助。

同时，通过摸底调查，
对符合灵活就业补贴政策
的困难失业人员，帮助其办
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减轻
其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负
担。截至目前，已为525人办
理灵活就业补贴，每人每月
享受418元，共计408938元。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韩惠斌) 为开展好
本年度“慈心一日捐”活动，
根据历下慈善总会的相关工
作要求，近日，姚家街道慈善
分会按照“公开、透明、直接、
有效”的原则，扎实开展“慈
心一日捐”活动。通过精心组
织，广泛宣传，街道机关及辖
区村居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思
想统一、步调一致，纷纷慷慨
解囊，奉献爱心。

截至6月30日，捐款人数
已达242人，募集善款共计
6 8 2 7 5 元 。其 中 村 居 捐 款
38000元，办事处机关工作人

员、退休干部及社区居委会
人员捐款28500元，社会热心
群众捐款1775元。目前，所有
善款已上交历下慈善总会。
在今年的“慈心一日捐”活动
中，姚家街道办事处成立了
领导小组，对组织协调和善
款募集工作进行了周密部
署。同时，抓好协调调度，及
时追踪、了解工作进展，确保

“慈心一日捐”活动有条不紊
开展。

在募捐过程中，姚家街
道在各村居设立捐赠点，通
过宣传栏、橱窗、横幅标语、
社区微信广播等方式广泛宣

传，营造氛围，鼓励群众积极
参与，让群众真切感受到这
是一项“稳人心、得人心、暖
人心、聚人心”的崇高事业。

街道慈善分会本着高度
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
遵守捐赠程序和工作流程。
针对群众关心的捐款去向和
数目问题，精心做好统计和
汇总，做到收据与表、收据与
账、收据与榜相符，在收款、
汇总、储存上不差一分一厘，
让慈善款变为群众的“明白
款、放心款”，以实际行动弘
扬“团结互助、扶贫济困、关
爱奉献”的慈善精神。

延伸阅读

欢欢迎迎广广大大爱爱心心人人士士继继续续参参与与慈慈善善
目前，姚家街道慈善分

会“慈心一日捐”活动仍在继
续进行中。欢迎广大群众和
企事业单位继续参与慈善事
业，可以选择捐赠现金或设
立专项基金两种形式。捐赠
咨询电话81856550(姚家街道
慈善分会)。

“慈心一日捐”活动是山
东省慈善总会系统于2004年发

起的募集慈善资金的一种有
效形式。坚持“依法组织，广泛
发动，坚持自愿，鼓励奉献”的
原则，倡导个人捐赠不低于一
天的经济收入，生产和经营性
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民营企
业捐赠1天的利润，机关事业
单位捐赠节约的一笔资金。同
时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积极认捐设立慈善专项基金。

11年来，全省慈善总会
系统共募善款约115亿元，全
省设立的慈善基金每年可用
于救助金额近4亿元。11年来，
全省慈善系统开展了“朝阳
助学”“夕阳扶老”“康复助
医”“爱心助残”“情暖万家”
等五大慈善救助工程、二十
余个慈善救助项目，共救助
弱势群众600余万人次。

在“慈心一日捐”活动中，中润世纪城社区81岁的老党员曹桂英将100元爱心款交给给社区
书记李纯江，委托他代为交给姚家街道慈善分会。 通讯员 东志远 摄

街道联讯

本报讯(记者 肖龙
凤 通讯员 张祺) 为
促进重点项目建设，姚家
街道牢固树立“抓发展重
点抓项目”的工作理念，
强力推进中弘广场项目、
万象城项目、人寿大厦项
目等重点建设项目，实行
周汇报和月例会制度，针
对各阶段工作情况，加强
项目的分类指导，使重点
建设项目有计划、有步骤
地实施。

目前，中国人寿大
厦项目主体施工，将于

2017年6月份竣工；中弘
广场项目 1 6号地块封
顶，17号地块基础施工，
底板一段施工完成，18
号楼土方开挖10万方，16
号地块因规划问题群房
部分未施工；中润四期
万家隆项目住宅 1 #封
顶，2#封顶，室内砌体及
二次结构施工，安装外
木墙施工；万象城项目
工程目土石方结束。一
期万象城商业先期启
动，预计2017年上半年投
入使用。

街道积极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肖龙
凤 通讯员 刘如洋)
今年以来，姚家街道积
极促进辖区楼宇经济发
展，多方提供优质服务。

通过积极走访楼宇
入驻企业，定期联系楼
宇物业，召开楼宇物业
座谈会等方式，街道切
实掌握了辖区13处重点
楼宇入驻企业数、企业
规模、行业类别以及闲
置招商面积等其他最新
信息，通过信息反馈及
时更新了姚家街道楼宇
经济数据库中的信息。
截止目前，街道共召开
物业座谈会两次，走访
楼宇入驻企业265家。

在做好楼宇普查的
基础上，通过召开专题
研讨会，建立动态信息
管理服务平台，设立联

络员制度等方式，最大
限度地解决企业经营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
高了服务的针对性、有
效性，为入驻企业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二
季度，共帮助楼宇企业
解决问题、困难132处。

为做好招商引资工
作，姚家街道以辖区13
处楼宇的区位优势和自
身特点为宣传方向，重
点围绕总部经济、金融
保险、文化创意、信息服
务等开展特色楼宇招商
活动10余次。同时，以办
事处为中心，建立了楼
宇物业联系网1处，及时
掌握有意向企业信息，
通过楼宇物业联系网充
分盘活楼宇存量，充分
确保有意向企业入驻辖
区。

二季度帮楼宇企业

解决132处困难

本报讯(记者 肖龙
凤 通讯员 刘如洋)
为了营造招商引资的浓
厚氛围，姚家街道在辖
区7个村、9个居开展招
商引资宣传活动，向广
大居民宣传街道的招商
引资工作的优惠政策及
姚家辖区独特的地理优
势，让居民了解我区的
实际情况以及招商的宽
松政策，通过居民来扩
大招商面。

同时，街道定期在
辖区6条主要街道、13个
特色楼宇、3个特色产业
园区开展招商引资宣传
活动，并召开招商引资
专题会1次，并向参会企
业发放招商引资宣传资
料600余份。

在机制创新方面，

街道根据实际抓好招商
引资的策划工作，提高
招商引资人员素质，重
视招商过程、环节和手
段，积极采取以商招商、
以情招商、网络招商等
形式，有的放矢，加强对
外交流、合作，寻觅商
机，促进招商引资工作
的专业化、标准化和规
范化。

通过走访、电话联
系、重点项目专用网络
平台等方式，今年着重
对中国人寿项目、中铁
国际城商务楼、中润四
期万嘉隆项目的建设实
行重点监控，重点跟踪
了解中弘广场、华润万
象城、博鳌文化大厦等
项目开工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及手续进展情况。

街道定期开展

招商引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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