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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家家企企业业组组团团资资助助贫贫困困大大学学生生
分别为11位贫困学子送去3000元和慰问品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丁冠星 记者 郗运红 ) 19
日，团市委携手滨州市8家爱心
企业走进高新区、经济开发区
的11家贫困学子家庭，了解询
问了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8家
爱心企业分别给予每位贫困学
子3000元的资助基金，并为他
们送上大米、油和牛奶慰问品。

滨州市高杜建材城内的冠
珠陶瓷、恒洁卫浴、青岛一木木
门、帅丰集成灶、好莱客衣柜、
亮美嘉灯饰、兰舍硅藻泥、日立
中央空调8家企业自愿结成圆
梦助学团队关注贫困大学生。

“我们几位老板也是有过贫困
的经历，小时候上学都没有钱，
现在咱们生活可以了就应该去
帮帮这些品学兼优的学生们，
对我们可能是举手之劳的事
情，但对他们来说几千块钱是
很重要的。”帅丰集成灶老板王
峰涛说。

张建廷从北镇中学顺利考
入聊城大学，现在已经成为高
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张官村新
大学生。张建廷父亲在2007年
因为车祸导致高位截瘫，生活
不能自理。他的母亲2013年也
不幸出车祸致膝关节骨折，至

今行动不便。全家仅靠母亲种
地及张建廷假期打工维持生
计，家庭生活极其困难。6月8日
高考结束后，张建廷6月9日就
外出打工挣学费了。

在得知有好心人要帮助他
们时，他的母亲索素娥说：“真

的很感谢好心人的帮助！我家
孩子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父亲
出的事，自那以后，我家孩子特
别懂事、孩子学习挺争气的。这
次考得还行，没有好心人的帮
助我们还在为孩子学费发愁
呢。”

在走访的贫困学子中，生
活的困境使他们的大学梦变得
尤为艰难，但是好心人的帮助
又使他们的大学梦充满了希
望。资助金颁发仪式将在8月23
日举行，11位贫困学子每人将
获3000元资助。

农农民民工工““三三项项行行动动””进进展展有有序序
1-7月人社部门培训各类农民工2 . 3万人，完成培训任务的61 . 9%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李树田 记者 王领娣) 19日
上午，全市农民工召开“三项行
动计划”调度会议，调度各部门
1-7月农民工“三项行动计划”
进展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下
一步，此项工作将记入科学发
展观综合考核成绩。

在具体工作推进上，“三项
行动”整体上推进有序，人社、
财政部门提高了培训补助标
准，打破了参训人员地域部门
限制，城乡各类劳动者均可在

户籍所在地或求职就业地享受
职业培训补贴。1-7月人社部门
培训各类农民工2 . 3万人，完成
培训任务的61 . 9%。教育部门
进一步完善以县(区)职教中心
为龙头的培训载体，依托各类
职业院校及培训机构共培训农
民工2 . 2万人，完成培训任务的
61%。

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不断
加大，人社、工会、住建、公安、
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中小企业

用工检查、农民工工资检查等
专项行动。市发改委把不拖欠
农民工工资，作为政府投资项
目和市重点项目审批的硬性指
标；市住建局进一步强化农民
工工资管理，提倡工资支付“日
清月结”制度；安监部门积极组
织开展全市危化品企业安全生
产专项执法检查活动。

但是受农民工自身素质和
技能水平影响，农民工就业“两
难”现象比较突出，工资增收含
金量低。普通生产岗位职工月

工资超过3000元以上的不多。
在今年劳动用工检查的197户
小企业中，只有26家劳动合同
签订率超过90%，其余大都在
30%以下。参加五项社会保险
的不到16%，80%以上的小企业
只选择参加了其中一、二项社
会保险。

下一步，全市还要将工作
上报情况和年终任务目标完成
情况记入科学发展观综合考核
成绩，对各项工作进展严格督
查、严格考核、严格问责。

圆梦助学团队走访看望贫困大学生韩莹。 本报记者 郗运红 摄

滨滨州州两两名名援援藏藏教教师师动动身身入入藏藏
分别是来自惠民的吕佃宏和无棣的孙洪星，支教时间1学年

惠民县石庙镇计生：

关心女性健康

免费“两癌”筛查

本报讯 近期，为了提高农
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以下简称

“两癌”)的早诊早治率，降低死亡
率，提高广大农村妇女健康水平，
让广大妇女群众能够充分得益国
家民生工程政策，惠民县石庙镇
启动了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
项目，针对35-64周岁妇女免费进
行妇科检查和“两癌”筛查。

领导重视，组织到位。镇党委
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召开了计生
办、卫生院、妇联等单位参加的联
席会议，并召开了计生办全体同
志参与、卫生院、乡村干部、妇女
主任等220多人参加的“两癌”筛查
动员大会。同时，成立了石庙镇

“两癌”筛查工作领导小组，具体
负责“两癌”筛查工作的落实，为
做好“两癌”筛查工作提供坚强的
组织保证。

进村入户，宣传到位。各村要
召开妇女村民大会，开展广泛深
入的宣传发动工作。要在整个宣
传活动中做到广播有宣传、报栏
有内容、村有标语、户户有传单，
确保宣传发动面达100%，让广大
群众充分了解我镇妇科肿瘤的发
病率，了解肿瘤的后果、肿瘤的早
期预防和疾病普查的重要意义、
方式方法及注意事项，充分认识
到此项工作是党和政府为民办实
事、办好事的重要体现，从而自觉
自愿参加到此项工作中来。通过
干部进村张贴宣传标语、办宣传
栏、召开广播会等形式，把开展免
费妇女“两癌”筛查的重大意义、
检查对象、检查期限、流程等内容
作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力争做到
了让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通过宣
传，为“两癌”筛查工作营造了良
好的舆论氛围。截止目前，全镇境
内马路沿线共张贴宣传标语20余
条，各村书写标语150余条，召开村
民大会78场。

形式多样、服务到位。为了实
施好妇女免费“两癌”筛查工作，
由镇计生办牵头，邀请县直机关
医院大夫组成的检查队，在计生
服务站设立登记室、B超室、妇检
室、乳腺扫描室、专家坐诊室，极
力简化办事程序，为前来检查的
育龄妇女提供周到的服务，对检
查出的有妇科疾病的妇女，由妇
科专家及时向群众提出治疗建议
及预防措施，受到了群众的一致
好评，提高了体检率。截止目前，
参加“两癌”筛查的对象达到了
1380多人。

全镇外出育龄妇女人数较
多，为配合做好此次工作，镇政府
协调计生、医院、妇联，在工作上
通力协作，坚持“通知到位、鼓励
到位、人员到位”。党和国家提出
的“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不
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
行动。关爱农村育龄女性的健康
就是保护农村生产力，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发展。(通讯员 吴云丽)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通讯员 李安妮 王
蕾 ) 18日，威海、临沂、聊城、
滨州、菏泽五市选派的10名优
秀教师，踏上了援藏征程。其
中，滨州有两名教师吕佃宏和
孙洪星，分别来自惠民和无
棣。

根据《山东省教育厅关于
选派2015-2016学年新疆西藏

支教教师的通知》(鲁教师字
〔2015〕8号)要求，滨州经严格
选拔推荐，分别从惠民县选派
初中语文教师1名，无棣县选
派初中化学教师1名。

本批10名支教老师将分
别安排到日喀则市教育局教
研室、第一高级中学、桑珠孜
区一中、桑珠孜区二中工作，
而滨州两名支教教师将在西

藏日喀则市教育局教研室工
作，时间为2015年秋季开学至
2016年暑假放假，支教时间1
学年，寒假往返一次。

据悉，支教人员支教期间
享受原单位工资待遇和各项
福利待遇；发放一次性置装费
及生活补贴等各项补助；办理
1年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报
销往返交通费 (含寒假往返1

次 )；支教人员支教期间可参
加原单位职称评审，在山东省
参加职称评审时，同等条件下
给予优先考虑；支教教师在受
援地的住宿和大件生活用品
(被褥、家电等)由受援地统一
安排；支教教师在原单位的工
资、各项福利待遇和往返济南
的交通费由派出地承担。

8月2日至6日，滨州市遭受严
重洪涝灾害，市红十字会第一时
间向上级红会汇报灾情，提出求
助申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紧急
向滨州市调拨价值134580元救灾
物资，包括棉被 6 0 0床、夹克衫
1500件，单帐篷15顶。根据全市灾
情，按照救急救重的原则，已经抵
达物资已分配到受灾比较严重的
沾化、无棣、阳信等县区，并以最
快的速度发放到最需要的受灾群
众手中，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本报通讯员 庄艳

13多万救灾物资

送往洪涝灾区

本报8月19日讯(通讯员
赵凤良 记者 王璐琪 ) 19
日，在全市法院院长座谈会上，
七位基层法院院长分别作了工
作汇报，一起交流经验。今年滨
州市法院工作在执法办案方面
有了新的进展，受案数量增加，
但案件的发改率稳步下降，绝
大多数案件实现了案结事了。

1-7月份，滨州市法院受理
案 件 2 2 7 9 0 件 ，同 比 上 升
7 . 95%，其中中院受理2052件，
同比上升20 . 28%，审结刑事案

件1087件，判处犯罪分子1278
人。对严重暴力犯罪、多发性侵
财犯罪、职务犯罪以及环境、毒
品类犯罪保持了高压态势，坚
决予以打击。坚持“宽严相济”
的形势政策，对549名被告人依
法判处了缓刑。

信息化融入法院各项工
作，为审判管理、司法公开和政
务管理全面提供支持保障，13
件案件在省法院互联网平台直
播，38件案件在中院互联网平
台直播。滨城区法院试点利用

淘宝网竞拍平台进行了司法拍
卖，探索了“网拍”新方式。

省法院已部署开展为期半
年的集中清理未结案件活动，
滨州市法院将在确保审判质量
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审判效率
管控，力争年底前为结案件增
幅与收案增幅基本持平。今年1
至6月份，全市简易程序适用率
仅为25 . 4%，全省排名最后，省
法院要求，今年的简易程序适
用率要达到 6 0 % ，明年达到
70%，排在全省后20名的，省法

院要进行约谈。
市中级法院副院长赵永金

说：“现在有的法院积案压力已
经接近临界，加班加点成为常
态，必须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
机制立法程序。全市法院要高
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健
全完善诉讼服务中心的契机，
积极建立人民调解员驻法院、
驻法庭的工作机制，普遍建立
诉调对接中心或人民调解窗
口，为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提供
有效平台。”

七七位位基基层层法法院院院院长长交交流流经经验验
1-7月份全市法院受理案件22790件，同比上升7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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