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02 街区 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 编辑：肖龙凤 美编：郭传靖>>>> 新 姚 家

推进项目建设，加强招商引资

姚姚家家街街道道积积极极做做好好财财政政工工作作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田际宏 韩惠斌) 春节前夕，为

了让辖区群众都能过上一个欢乐、
祥和的春节，姚家街道及早行动，在
辖区全面开展困难群众春节帮扶救
助工作，为贫困家庭、弱势群体、困
难党员以及老干部送去党和政府的
温暖和关怀，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受
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

姚家街道专门召开了领导班子
会议和与各村书记主任的座谈会，
专门研究了春节前民生保障相关工
作，要求对辖区生活困难的群众加
大关注力度，及时走访发放慰问物
品。

2月1日前后，办事处领导对辖
区困难党员和老干部一一走访慰
问，送去了慰问物品，了解并帮助解
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为辖区内生活
特别困难的两位老人各发放慰问金
2000元。走访烈属并送去5000元慰
问金和对联等慰问品。向10名困难
优抚对象发放春节医疗救助15000
元，向1名困难复员干部发放救助金
1000元，向32名无军籍人员发放了
花生油、鸡蛋等慰问品，向265名伤
残军人、重点优抚对象和2014、2015
年入伍的义务兵发放了春节对联、
台历、福字及慰问信，给他们送去政
府的新春祝福。各村也通过举行春
节双拥座谈会、复员军人座谈会等
形式向军人家庭、困难家庭发放了
慰问金和慰问品。

同时，积极做好弱势群体的生
活保障工作，加强对辖区低保、低保

边缘户等弱势群体的关心和保障，
春节前及时将慰问物资发放到位。
截至目前，共为辖区148户低保户发
放春节救助金29 . 6万元，发放低保
取暖补贴8 . 525万元，向部分低保户
发放春节对联；为163户低保边缘户
发放春节救助金24 . 45万元，发放
低保边缘取暖补贴4 . 4275万元；向
困难群众30户发放春节救助金4 . 5
万元；为2名低保户发放穆斯林牛
羊肉补贴600元。以“暖冬行动”为
抓手，大力救助贫困家庭，这次活动
受助居民212人，姚家街道办事处自
筹资金共发放379000元。自2014年
姚家街道第一届“暖冬行动”救助活
动启动仪式后，截止到今年第三届
暖冬行动，姚家街道共救助困难居
民470余人，救助金额共计98 . 093万
元。

街道还对因病致贫、贫困残疾
人等特殊困难家庭加大保障力度。
四季度大病救助共35人，共发放救
助金46 . 3426万元。对辖区69户贫困
残疾人家庭发放了价值1 . 4万元的
米、面、油等春节慰问品。在“承载生
命，点亮希望”大病救助活动中救助
患有白血病、尿毒症的困难群众5
人，共计发放救助金15000元；在“情
暖万家”活动中对30位困难群众及
60岁以上的困难老人发放油60桶，
面60袋。向15户低保、贫困、空巢、失
能及百岁老人发放大米、面、花生
油、杂粮、香油等春节慰问品。同时
对一户因病致贫的家庭特事特办，
协调上级部门为其在短时间内发放
了低保救助金，解了他们的燃眉之
急，获得了居民的表扬和社会的一
致赞誉。

对困难群众开展贴心帮扶

姚姚家家街街道道春春节节前前关关注注民民生生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田甜)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

年，有着特殊的意义，姚家街道因地
制宜、统筹谋划，全力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加强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
发展环境，积极做好财政收入工作。

在济南市全体推进CBD建设之
际，姚家街道全力推进辖区重点项
目建设。今年，办事处共有在建项目
15个，预开工项目2个，策划项目8
个，按照“在建项目抓进度，预开工
项目抓征收，策划项目抓落地”的思
路，着重围绕CBD中央片区、十里河
片区(包括十里河旧村地块、星河工
业园地块、鲍德地块)和丁家村旧村
改造，加快重点项目推进。做好重点
项目服务工作，积极协调解决项目
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快在建
项目进展。

同时，以CBD建设为契机，借助
企业聚集效应，继续扩大招商引资
工作力度。姚家街道现有招商载体
12个，2015年主要针对中润三期和
大地锐城等新建成楼宇进行招商，
目前中润1号楼入住率达90%；大地
锐城商业部分大润发入驻，办公部分
正在招商阶段。今年，着重做好中润三
期2、3号楼、中润四期、中铁国际城、中
弘广场、华润万象城等已建和在建载
体的招商引资工作，着力引进财务金
融、商务中介、信息咨询等产业，逐步
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按照历
下区委区政府部署，今年拟引进注册
资金5000万元以上企业15个，为辖区
企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为营造良好环境，着力建立完
善跟踪服务机制，靠前服务，通力协
作，实行领导包挂村居、项目、重点

企业制度，对辖区88家区级纳税100
万元企业进行分工包干，强化责任；
召开楼宇物业联席会、企业座谈会
等措施，积极为辖区企业排忧解难，
努力为企业创造一流的发展“软”环
境。同时，加快推进丁家、十里河旧
村改造和项目建设步伐，协调配合
有关部门完善路网、管网等基础设
施和配套公共服务，切实增强姚家
地区的承载力和吸引力。

同时，坚持把综合治税工作作
为增加财政收入、营造公平税赋大环
境的重要工作来抓，规范辖区纳税秩
序。不断完善数据，做好信息采集工
作，构建“六位一体”综合治税平台，与
各职能部门密切联系，做好横向信息
交换工作，信息共享，提高信息使用效
率；按照区“六库”经济管理系统要求，
做好税源采集、统计与报送工作。

开开年年为为百百余余名名新新生生儿儿办办医医保保
姚家街道扎实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程新 李晓萌) 新年伊始，为构

建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使更多居民享受到基本医疗保障，
姚家街道始终以解群众燃眉之急为
己任，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放
在重心位置，周密部署，强化服务，
稳步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工作。

为让居民第一时间了解到最新医
保政策，姚家街道利用各种宣传渠道，
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政策广泛宣传。
同时，对行动不便的居民，由社区工作
人员主动上门面对面解读相关政策，
有效提高居民参保的主动性。

为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在街
道各社区建立服务平台，为居民提
供“参保不出社区，随时接受办理”
的人性化服务，确保参保居民办事
随到随办，形成以社保中心为依托、
基层社区服务站为据点、各级服务
部门协同合作的良好格局，保证医
保工作自下而上顺利开展。

同时，在日常工作中不断改进
方法，规范程序，完善管理方式，实
施跟踪服务。在参保、缴费、就医、报
销等环节推行“一站式”服务模式，
减少居民办事环节，提升居民参保
积极性。此外，街道还积极推动建立

多元化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规范
社区诊疗办法，依托社区卫生服务
站推出优惠政策，设立特惠服务，对
低保人员、困难群体实行免收挂号
费用、减收医药费等优惠政策，深受
广大群众好评。

2016年开年，社保中心共为117
名新生儿办理了医保手续，退休职
工医保年限审核14人，发放居民医
保卡322张；办理门规34人次，其中
加急办理11例，为已备案人员报销
医疗费用2笔，累计金额3241元，为
可二次报销的退休职工领取报销结
算2张。

元宵节期间开展
消防安全大检查

本报讯 (记者 肖龙凤 通
讯员 王谷贵 陈川 ) 为确保
元宵节期间安全生产，元宵节前
夕，姚家街道办事处开展了消防
安全集中整治大检查，进一步加
强对重点领域、专业市场的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

在名士豪庭、中润世纪城、十
里河工业园区等重点区域，社区悬
挂禁放烟花爆竹的横幅和宣传标
语，并让各单位安全人员重点查看
了消防设施、安全疏散通道、有无
乱堆放现象等，情况良好。各社区
物业加强对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的
巡查。建立有效的安全管理机制和
应急预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同时，及时转发区安委会下
发的《关于开展专业市场消防安
全集中整治的实施方案》，并联合
姚家派出所对辖区内重点的姚家
旧货交易市场进行了安全检查，
下达了现场安全检查记录。

368人参加国家

免费孕前优生检查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
员 罗冉) 2016年开年以来，姚
家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调查摸底
和宣传动员等工作，使今年国家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工作
迎来“开门红”。

街道抓住元旦、春节期间结
婚高峰的有利时机，安排各社区
开展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宣传
动员、知识培训、调查摸底。

在工作中力求扎实，多次组
织人员深入各小区、楼院督促指
导计生工作者逐户、逐人、摸排登
记，动员目标人群参检。

对已经参检后的目标对象，
及时落实反馈告知目标人群检查
结果，并造册登记提供后续的优
生咨询、随访服务，力争做到及时
化解风险，降低缺陷儿的出生率。
2016年以来，姚家街道办事处共
为368人参加了国家免费孕前优
生检查，其中城区280人，农村86
人，覆盖率达到50%。

做好森林防火

确保安全过节

本报讯(记者 肖龙凤 通讯
员 翁兆文) 春节期间，为做好
森林防火工作，姚家街道严格按
照历下区及街道相关部署进行安
排，办事处每天由一名班子成员
在岗待命，防火中队全员备勤，进
入戒备状态，严格执行24小时值
班制度，一旦发生火情以最快的
速度向办事处森林防火中队办公
室报告，防火中队接到报告后第
一时间赶到火场，坚持以人为本、
安全第一的原则进行科学扑救。

同时，街道加大森林防火宣
传工作力度，提高广大群众的森
林防火意识，使上山游玩的市民
充分认识到违反野外用火规定可
能造成的危害及其后果，起到防
患于未然的效果。

街道联讯

春节前夕，
历下区委常委、
常 务 副 区 长 刘
科，历下区残联
理事长赵世海，
姚家街道党工委
书记曾素燕、办
事处主任李笃来
一行人来到友谊
苑小区，看望慰
问低保老人，送
上了亲切的节日
祝福。通讯员
闫绪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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