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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可用

手机APP预约了
章丘22个预防接种门诊已全覆盖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石剑芳
通讯员 李奎云） 近日记者从章

丘市疾控中心获悉，章丘预防接种信
息平台“小豆苗”手机APP软件上线启
用。章丘22个预防接种门诊已完成软
件安装、培训和应用，实现全覆盖。

“下载安装软件后，用手机号注册
就能进入应用。下次带宝宝来接种，你
可以通过软件提前预约，就不用现场
排队那么麻烦了。”章丘疾控中心预防
接种大厅内工作人员指导家长们下载

“小豆苗”手机APP，并现场手把手教
家长如何使用。

“我怕排队时间长，还专门起了个
大早。往后下载这个软件后可以根据
自己的时间安排选择接种时段，往后
就不用这么紧张了。”见工作人员操作
演示后，市民张女士赶紧下载软件注
册了一个账号。

据了解，下载“小豆苗”手机APP

并注册后，可免费捆绑孩子的预防接
种编码 ,并可以根据家庭住址选择接
种单位。家长们通过该软件自主预约
疫苗接种时间，提前熟悉接种须知，还
可以及时接收接种机构消息，家长可
以随时了解专业疫苗资讯和灵活定制
接种计划。

“小豆苗”全面覆盖打破了传统预
防接种的通知形式，标志着章丘市的
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服务迈上了“互
联网+”时代的新台阶。这是继去年实
现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全覆盖后，章
丘公共卫生服务“贴近群众，方便群
众”的又一重要举措。将有效提高免疫
规划疫苗接种及时率，进一步提升服
务水平。

2014年度退役士兵

补助金共发放

824万余元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赵晋 王彦霖） 近日，

记者从章丘市民政局获悉，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和《退役士兵
安置条例》规定，章丘市民政局严格
落实国家退役士兵安置政策，认真做
好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经济补
助金发放工作。近日，发放工作已经
全面启动。2014年，章丘共有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422人，截至目前，共发放补
助金824万余元。

为认真做好2014年冬季退役士兵
的人员、服役年限、发放金额等统计
工作，章丘市民政局对每一位退役士
兵的发放标准进行计算，确保准确无
误。为方便广大退役士兵，今年简化
发放形式，特别制作了一次性经济补
助金发放通知，退役士兵凭本人身份
证和《退伍证》等相关证件审核无误
后即可领取。

据介绍，落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一次性经济补助，是推行退役士兵安
置改革的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新型
退役士兵安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
切实维护广大退役士兵合法权益、激
发适龄青年应征入伍热情和解决退
役士兵安置难问题等具有重要意义。

7799户户贫贫困困户户住住进进敞敞亮亮新新房房
除了对贫困户进行危房改造，还为孤寡老人建设“美丽家园”

崭新的平房，洁白的墙面，鲜艳的瓷砖……章丘市官庄镇阎家峪村的娄秀珍看着建成的新居，脸上荡
着幸福的笑容。记者了解到，2012年以来章丘累计改造危房1710户，涉及18个镇街、503个村。今年上半年
重点对特困村贫困户的危房进行改造，共安排了79户改造指标，目前已全部改造完毕。这意味着章丘有79
户贫困户搬入新家，实现安居梦。

8月11日，沿着蜿蜒曲折
的山路，记者来到章丘市官庄
镇阎家峪村娄秀珍的家。“真
是做梦也想不到啊，还能住上
这么好的房子！”娄秀珍在自
家宽敞明亮的新房前高兴地
说，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危房改
造政策，让她能够住上梦寐以
求的新居。今年47岁的娄秀珍
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丈夫杜
恒国患哮喘十余年，再加上股
骨头坏死，早已失去了劳动能

力。仅有的四亩地成为供养18
岁女儿上学的主要经济来源。
十余年来，为给丈夫治病，家
里负债累累，曾经的两间土坯
房早已千疮百孔，成了危房。

“一到下雨天，家里到处漏雨，
人都没地安身。”说起这些娄
秀珍不住叹息，修建这样的房
子她自己掏了2000元，其余1
万余元为政府补贴，假如没有
政府补贴，恐怕一辈子也住不
进这样的房子。

像娄秀珍这样旧房换新
颜的不是个例，2012年以来章
丘累计改造农村五保户、低保
户、贫困残疾家庭等危房1710
户，涉及18个镇街、503个村。
章丘市住建委村镇办副主任
马惠告诉记者，针对农村危房
量大面广、情况差异大的实
际，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积极
探索具有章丘特色的农村危
房改造新路子。对娄秀珍这样
的散户实施危房改造，做到

“五统一”。充分考虑群众意
愿、经济承受能力和生产生活
习惯，将危房改造户按区域划
分为山区、平原、滩区，分别确
定建房方案，采取“五统一”标
准实施，即“门牌设置统一、门
窗更换统一、室内地面硬化统
一、房屋吊顶统一、内外墙粉
刷统一”，切实提高危改房建
设的档次和水平，使更多困难
群众能够住上宽敞明亮、配套
完善的新房。

4年帮1710户贫困户圆“安居梦”

在官庄镇毕家柳村，一座
崭新的农家院吸引了记者的
眼光。走进农家院，墙柱上标
注着“老有所养、美丽家园、老
有所依”的12个字样，几位老
人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安度晚
年的幸福感。

记者了解到，这座农家院
建于 2 0 1 4 年，今年 7 月有五
户贫困户7位孤寡老人入住。
每户一间 2 0 余平方米的房
子，房子内配有崭新的衣柜
和床铺，大家集体有一个活
动室，活动室内有一台电视

机。厨房、洗手间、洗澡间一
应俱全。

“我和老伴住在这里，原
先的茅屋早就不能住了，住
在这样的新房子里，大家有
说有笑，没事拉拉呱 ,最主要
的 是 这 个 房 子 俺 没 花 一 分
钱。”84岁的李永香是章丘特
困村危房改造对象之一，此
刻她已经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新房子。

“这是收的村里个人闲
置的宅基地建成的‘美丽家
园’，总投资 16万元，其中争

取上级资金 11 . 6万元。住户
都是村里的孤寡老人，水电
都是村里出钱，老人们不用
花一分钱。房屋还可循环使
用，成为老年人集中养老的
场所。”该村村支部书记毕成
玲介绍。

据了解，章丘特困村帮
扶活动开展以来，住建委工
作人员在深入调研中发现，
垛庄、曹范、文祖等南部山区
镇部分村庄位置偏远，村内
地形崎岖，危房户中孤寡老
人所占比例较大，如果在原

址翻建危房，不仅存在运料
不便、成本增加的问题，更不
利于群众今后的生活和出行。
为更好地将有限资金发挥最
大作用，解决山区鳏寡孤独老
人的生活问题，住建委在8个
济南市级特困村和2个章丘市
级贫困村启动了美丽家园建
设，对文祖镇朱公泉、官庄镇
中白秋、普集镇盖洲等 10个
村、64户危房改造户实行集中
连片建设，配建了厨房、卫生
间、配套房等附属生活设施，
现已全部竣工并实现入住。

“美丽家园”让孤寡老人“老有所养”

群 众 是 危 房 改 造 的 主
体，让群众满意是危改工作
的根本要求。章丘市住建委
把“最危险住房、最困难群
众”作为重中之重，要求所有
危 改 户 都 严 格 履 行 个 人 申
请、村集体评议、镇入户审
核、市级复核审批等 7 道程
序，改造名单确定后及时张
榜公布，做到政策、对象、程

序、结果“四公开”，接受社
会监督，取得群众公认，确保
这项惠民工程惠及迫切需要
的困难群众。

据章丘市住建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针对部分危房户
经济拮据、生活窘困的实际，
在改造好居住房屋，修缮卫
生间、厨房等配套设施的基
础上，将帮扶触角全面延伸，

组 织 开 展 了“ 危 房 6 + 1 ”活
动，围绕衣、食、住、行、用、学
6个方面对危房改造户进行全
方位帮扶，为危房改造户送去
食用油、面粉、被褥等慰问物
品，为家中有学生的危房户
给予每人 1000元的助学金，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残疾人
购置轮椅、拐杖等出行辅助
用品，使每户危房改造户都

能有衣穿、有饭吃、有房住、
有学上、能生活、能出行。同
时，连续多年在住建系统内
部组织开展了“为全市危房
改造户捐赠过冬衣物”活动，
通过全系统干部职工的爱心
奉献，累计筹集棉衣棉被等
2700余件，帮助危改户温暖
安全过冬，让广大困难群众实
实在在感受到温暖。

危房“6+1”改出精准扶贫新模式

文/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美丽家园的建设让孤寡老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美丽家园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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