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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肖龙凤 )

圣诞节、元旦即将来临，猴年新
春的脚步也近了，不少人都在
悄悄准备着给家人亲友的礼
物。同时，在我们的身边，也生
活着这样一些孩子，他们在苦
难中坚韧地守望着希望，但面
对心底小小的愿望却始终束手
无策。为此，齐鲁晚报、齐鲁壹
家社区服务中心特发起“新年
心愿”大型公益活动，邀您一起
帮助孩子们实现心愿，欢欢喜
喜过新年。

今年11月中旬，齐鲁晚报张
刚大篷车启动了第四届“新年新
衣”活动，汇聚诸多爱心，目前已

为472位家庭困难的山区孩子送
去了新羽绒服。新年快要到了，
在活动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孩子
们心底更多的愿望。

有的孩子不顾自己没有合
身棉衣，一心只盼望着为家人添
件新羽绒服；有的孩子希望有一
个新书包、一个学习机、一本辞
典或一双新鞋；有的孩子希望为
爷爷奶奶添副眼镜；有的孩子希
望2016年能有更多的书看，其实
孩子们所期待的，只是一套百科
全书，一套四大名著，或者只是
简单的几本文学名著；还有的孩
子什么都不想要，只想找到出走
多年的爸爸妈妈……

这些小小的、令人怜惜的愿
望，对不少家庭来说可能是易如
反掌；但对这些身处经济困难家
庭的孩子们来说，却是可望而不
可及，看起来好像不远，但是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一方
天地中，孩子们本应有着相似
的、快乐的童年。为此，在“新年
新衣”活动继续进行的同时，齐
鲁晚报、齐鲁壹家社区服务中心
特别发起“新年心愿”大型公益
活动，邀请广大爱心人士，继续
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帮助孩子
们实现心中深埋已久的愿望。也
许简单翻翻家里的旧物，您就会

发现能帮助这些孩子实现心愿
的物品，随手捐赠，随手送祝福。

目前，我们的“新年心愿”活
动持续征集中，如果您家里的孩
子有什么心愿，或者您想帮助身
边的孩子实现心愿，欢迎联系我
们；如果您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孩
子们圆梦，也欢迎联系我们。

您可以拨打齐鲁晚报24小
时热线 9 6 7 0 6 1 2 6留下您的名
字、联系方式、新年心愿或帮助
意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将及时
与您联系。您也可以下载齐鲁
壹家APP、或添加齐鲁晚报张
刚 大 篷 车 Q Q 群 ( 群 号 :
313065810)、微信公众号(微信

号 :qiludapengche)，留下相关信
息。

同时，我们将在齐鲁晚报、
齐鲁壹家APP、齐鲁晚报张刚大
篷车QQ群和微信及时发布更多
孩子们的心愿，敬请广大读者关
注，力所能及地伸出援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举手之劳,帮孩子
们实现一个愿望,给他们的人生
中留下一个美好回忆,也在他们
心中埋下爱的种子。欢迎广大爱
心人士加入“新年心愿”队伍中,
一起帮助孩子们快快乐乐地度
过2015年,欢欢喜喜地迎接一个
充满希望的新年。

许许下下您您的的心心愿愿，，大大家家助助您您实实现现
齐鲁壹家“新年心愿”活动邀您一起帮孩子们圆梦

本报讯(记者 孙业文) 冬
天马上就要到了，冰凉的自然水
是否让您对洗衣望而却步？室外
凛冽的寒风和遥远的干洗店是
否想让您窝在家里？现在壹家
洗衣让这些变得都不是事！这
个冬天你的双手壹家洗衣来呵
护，你的温度壹家洗衣来维护，
壹家让你以最优惠的价格，享
受最优质的洗衣服务！

“大冬天的有一堆厚衣服
需要干洗，但是最近的干洗店
离我家有两公里，一路上风吹
的厉害，真是太遭罪了。”家住鲁
能领秀城的李女士说，每次送衣
服到干洗店干洗，一个来回就要

走半个多小时的路。“送的时候
一次，取的时候又一次，实在是
太不方便了。”她说。

“壹家洗衣给居民提供的是
最干净、舒适、贴心的洗衣服
务，一切都以方便居民中心。”
壹家工作人员称，壹家洗衣作
为颠覆传统洗衣的O2O洗衣品
牌，不但免费上门取送衣服，还
可以通过APP和电话预约取送
衣服的时间，从上门取衣到工
厂标准洗涤，再到衣服送到居
民手上整个的过程不超过72小
时。

“当时看到壹家洗衣免费
上门取送衣服，我就下载了壹

家APP，在上面下了订单。”李
女士说，下单一个小时候就有
人上门取衣服，经过简单的筛
选检查后衣服就被送到工厂干
洗了。“上门取衣、正在洗涤、回
家途中，洗衣进度一目了然。”
她说。

“除了上门收取衣服外，壹
家洗衣还是按袋收费，7 8元 /
袋，能装多少都算壹家的！”工
作人员称，为了切实让居民感
觉到实惠，壹家洗衣采用的是
按袋收费模式，让居民以最优
惠的方式享受最高质量的服务。

据李女士介绍，壹家袋大
小是49cm×49cm，她装了两件

大衣和两件羽绒服。“一件长款
大衣普通干洗店的价格是60元
左右，羽绒服在40元左右，所以
正常干洗我需要花费200元，但
在壹家洗衣只花了78元，太划算
了。”她说。

据壹家工作人员介绍，壹家
洗衣过程分洗涤、去渍、熨烫、洗
前洗后消毒、包装等步骤，每个
步骤都会有严格质量把控。“冬
天是洗衣的旺季，壹家洗衣这段
时间订单太多了，尽量用APP下
订单，电话实在是接不过来。”工
作人员说，尽管订单多，但他们
一定会保证洗衣的质量和取送
衣服的时效性。

注意事项：
袋子里可以装：衬衣、T恤、

马甲、领带、西装、棉衣、羊毛衫、
真丝衬衣、冲锋衣、风衣、牛仔上
衣、运动上衣、羽绒服、羊毛大
衣、休闲服、真丝连衣裙、棉睡
衣、羽绒被、蚕丝被、羊毛毯、毛
毯、普通坐垫、羊毛坐毯、腈纶被

袋子里不可以装：皮衣、婚
纱、窗帘、包、鞋

取 送 电 话 ：历 下 区 ：
8 5 1 9 6 5 9 2 槐 荫 区 ：
1 8 3 5 4 1 5 8 9 1 7 市 中 区 ：
58562805 历城区：88902083
高新区：15726172180 天桥区：
18806408610

冬冬天天足足不不出出户户也也可可以以干干洗洗啦啦
壹家洗衣免费上门取送衣服

文文东东居居民民喜喜领领计计生生养养老老补补助助
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均可申请，本年度申请截至12月31日

好消息传来，12月1日，文东街道各社区居民纷纷领到了计
生补贴。按照市政府下发的《关于认真落实市属企业退休职工
中独生子女父母养老补助有关规定的通知》精神的要求，近几
个月来，文东街道精心部署，强化措施，加快推进2015年第四批
独生子女父母退休一次性养老补助登记和审核工作。

本报记者 崔岩 通讯员 成振洲 尼鹏

符合第四批一次性补助
发放条件的人员，可以到户
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申报，经乡镇
(街道)、县(市)区卫生计生局
(人口计生委)初审合格后，
由市卫生计生委复核确认并
报市财政局，由指定银行发
放。

符合第四批发放条件的
退休职工，经集中申报、初
审、复核并公示后统一汇总，
由银行转入个人银行卡账
户，大约在11月30日前发放
完毕(领取银行卡时间另行
通知)。2015年当年度申报人
员约2016年3月底之前发放
完毕。各县(市)区所属企业

除有特殊规定的外，与市同
步进行。

文东街道各社区按照工
作要求陆续开展第四批独生
子女父母退休职工一次性养
老补助申报领取工作。

在科院路社区，通过张
贴通知等方式，加大宣传力
度，社区计生干部专门为符
合条件的居民指导填表规
范，保证居民一次性填表通
过。近日，社区计生协会把十
多万元的补贴发放到符合政
策的11位居民手中。虽然冬
天的寒意来袭，但居民的心
里却是暖洋洋的。居民孟芳
高兴地说：“现在的政策真好
啊，真是太感谢政府了。”紧

接着，社区将开始统计新一
年独生子女一次性补贴，切
实维护计划生育家庭的合法
权益，使她们享受到国家计
生政策的关怀与温暖。

在羊头峪社区，为落实
第四批独生子女父母退休职
工养老补助申报，居委会对
符合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退
休职工办理了申报和登记，
12月1日，社区工作人员为申
报成功的2位独生子女父母
发放了银行卡，领到政府给
予的补助。而在山师东路社
区，截至12月7日，前期审评
下来的12名市属企业破产倒
闭的员工，也已全部在山师
东路社区居委会领卡完毕。

●申报程序怎么办

根据济南市相关规定，此次
一次性养老补助的人员范围是：
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因原
市属国有(集体)企业破产、改制
原因解除劳动合同，未签订新的
劳动合同，在社会上办理退休手
续的退休职工独生子女父母(含
符合上述条件退休后已经死亡的

独生子女父母)；2015年当年度符
合申报条件的人员。

对于企业归属、认定等相关问
题，居民可与济南市或所在区的国
资委(发改委、经信委)等企业主管
部门联系确认；申报过程中的相关
事宜，可直接到现户籍所在地的街
道办事处计生科咨询。

●哪些人能享受

符合条件人员第四批一
次性养老补助集中申报时间
为2015年10月9日至10月23日。
符合第四批一次性补助条件
的人员，应于10月9日至10月23
日(不含公休日)按照申报规定
要求进行集中申报，逾期不再
受理；2015年当年度符合申报
条件的人员，可于10月9日后的
任意一个工作日到户籍所在
地申报，申报截止时间为2015
年12月31日。

据介绍，符合第四批一
次性补助发放条件的人员，申
报时应提供：本人身份证、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退休证、

户口簿、解除劳动合同书、退
休工资核定表、一次性补助申
请表。其他人员代为申领的，
应同时提供代申领人身份证；
退休人员已经死亡的，应提供
户口注销证明。以上证件应带
原件和2份复印件。

为了减少集中申报时的
等候时间，第四批一次性补
助发放对象可在济南市卫生
计生委政务网站查阅下载

《申请表》并按要求填好，也
可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
道)领取《申请表》。

●具体申报何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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