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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拓展展就就业业岗岗位位，，助助力力困困难难群群体体就就业业
截至 6 月底，已安置城镇就业 1569 人

本报讯(记者 许建立 通
讯员 侯丽丽) 解放路街道人
社服务中心依托社区便民服务，
从政策宣传、岗位开发、组织帮
扶三个方面，加大社区困难群体
就业帮扶力度。

人社服务中心依托社区人
社服务站工作人员、小区楼长、
社区志愿者，根据就业困难人
员名册，集中开展进家入户就
业帮扶工作，及时更新失业人
员信息和帮扶需求，详细介绍
就业帮扶惠民政策，制定、调整
帮扶措施，健全完善就业困难
人员帮扶档案。

主动联系驻地单位，统计、
汇总招聘岗位信息，推荐社区
失业人员就业。合理开发、调整
公共便民服务公益性岗位，对

“ 4050”就业困难人员、残疾人
员进行辅助帮助，使公益性岗
位成为特殊困难群体就业再就
业的重要阵地。

联系各类有资质的培训机
构，组织有就业意愿的人员参
加就业技能培训班。充分发挥
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创业的作
用，健全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制
度，严格申请、审批流程，大力
推动小额贷款政策的落实，解

决创业者资金瓶颈问题，以创
业促进就业，提升充分就业和
谐社区创建水平。

人社中心通过深入挖掘潜
力，拓展就业岗位，尽可能多地
安置就业再就业，组织驻地单位
参加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其
中九信金融超市等8家单位提供
就业岗位120个。截至6月底，已
安置城镇就业1569人，占年任务
的113 .69%。依托两个创业孵化
基地，综合运用小额担保贷款、
一次性创业补贴政策，为9名创
业人员申办小额担保贷款90万
元。

解 放 路 大 社 区

解解放放路路执执法法中中队队
强强力力拆拆除除乱乱搭搭乱乱建建房房屋屋

解放路执法中队坚持对
待违法违章建设“零容忍”，
发现乱搭乱建行为坚决查
处，强力拆除了两处违建房
屋，确保了违法建设“零增
长”的工作目标。

违建房屋位于青龙后街
3 号黄河河务局宿舍院内东
南角，面积 30 平方米。由于
位置非常隐蔽，巡查中没有
及时发现。中队接到举报后，

依法进行了查处。同时，中队
执法人员对两家违章当事人
讲解政策法规，反复做当事
人思想教育工作，动员其自
行拆除。当事人自行拆除了
塑钢门窗，之后便不予配合。
7 月 27 日，执法中队联合街
道城管科、辖区派出所以及
黄河河务局物业管理部门，
对两处违建房屋进行了彻底
拆除。 (许建立 卢吉萍)

协协助助家家乐乐福福超超市市
做做好好物物价价监监测测

7 月底，解放路物价所
参加了区物价局在历下大厦
召开的关于“督促督查物价
监测点工作”会议。

依据会议精神，解放路
物价所着力完善价格检测工
作，将国家定点“物价监测
点”放到首位。其中家乐福超
市是国家指定物价监测单位

之一，也是解放路物价所督
查物价工作的重要单位。下
一步，将细化工作措施，完善
各项机制，协助该单位做好
物价监测工作。同时物价所
做好辖区“物价监测点”数据
报送工作，做到不迟报、不漏
报，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许建立 姚树颖)

十十亩亩园园一一片片区区被被征征收收冻冻结结
冻结时间为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2017 年 8 月 8 日

齐鲁壹家联合省中医为您义诊

““冬冬病病夏夏治治””走走进进历历山山路路社社区区
本报讯 (记者 许建立

通讯员 朱怡飞) 为更好地
服务社区群众，增强社区居民
对健康的关注，7 月 29 日，齐
鲁壹家社区服务中心联合山东
省中医院开展“冬病夏治”进社
区活动，活动中省中医风湿病
科、耳鼻喉科、脾胃病科、小儿
科等四个科室的专家教授参
加。

“大夫，我这腿不知怎么最
近老疼，我怀疑是不是有点风
湿？”“最近高温热着了，鼻子不
通气，这是咋回事？”活动现场，
医护人员仔细地询问前来就诊
的居民自己的身体情况，并现
场给予饮食、用药建议，针对不
同的病症，采取贴三伏贴、耳穴
压豆、拔罐等传统中医疗法给
予治疗，并为前来咨询的居民
讲解日常保健和疾病预防知
识，发放健康科普宣传资料。

“我去年贴了三伏贴后,现
在觉得腰不是那么疼了,今年
我打算接着再贴。”七十多岁的
文华园社区居民王奶奶对中医
专家给出的夏季养生知识非常
重视,并仔细地记录了下来。

社区义诊活动方便了群众
在家门口看病就医，让居民足

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
与服务，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

知识水平，增强居民的健康保
护意识，受到居民的好评。

本报讯(记者 许建立)
济南市历下区住房和城市建设
局 8 月 8 日发布征收冻结通
告,十亩园社区内的山东省粮
食局的两个宿舍区被划定为房
屋征收范围。

省粮食局泺源大街片区
旧改项目的房屋征收范围具
体为 :东至银座新天地、西至
太平街、南至良友富临大酒

店、北至十亩园街。其中包括:
泺源大街 3 号 1 至 5 号楼、
粮食局二层办公楼；后场街 3
号(民政局宿舍)、十亩园社区
居委会。

此外，甸柳项目房屋征收
范围四至为:东至二环东路、西
至甸新东路、南至和瑞中心、北
至解放路。其中包括:解放路 8
号；二环东路 4739 号、4817

号；甸新东路 2 号、4 号、6 号、
8 号、10 号、12 号、14 号、18
号。以上门牌包括副号及旁门
及附属建筑物。

两 片 区 的 冻 结 时 间 为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2017 年 8
月 8 日。其间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新建、
扩建、改建、翻建房屋及附属
物,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

街街道道圆圆满满完完成成““四四众众””专专项项调调查查工工作作
本报讯(记者 许建立 通

讯员 徐晓璐) 今年4月国家统
计局组织开展“众创、众包、众
扶、众筹”统计专项调查工作。

“四众”企业调查是“三新”(新兴
产业、新型业态、新商业模式)统
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此项调
查，是全面、真实、准确反映新常
态下经济发展新特色、新亮点的

有效抓手。按照上级统一部署，
解放路街道多举并施，圆满完成
了“四众”平台企业的摸底、入户
调查、数据录入和上报工作。

此次调查时点为2015年12
月31日，调查时期资料为2015年
度。调查过程中街道多部门协调
配合，确定好调查摸底名单，不
断强化业务，明确四众调查的内

涵，吃透四众方案，严格审核纠
错，保证调查质量。最终街道在
区反馈的141家单位中确定5家
单位符合要求。在后期系统录入
阶段，街道对上报的调查表进行
认真审核纠错，保证此次调查数
据的真实性、准确性，为全国“四
众”“三新”统计调查提供真实可
靠的数据来源。

二二季季度度街街道道
1122 人人获获大大病病救救助助

7 月 18 日到 28 日，我办
参加了由区民政局、财政局、
卫生局、历下医院、各街道社
会事务科、财政所等多部门
组成的大病联审工作组，对
历下区内低保和边缘户大病
家庭进行大病救助联审工
作。工作组实施多部门联动，
建立专业的核对信息管理平
台，针对低保、边缘户中符合
历下区 2015【 2】号规定或者
边缘外的困难大病家庭二季
度的门诊、住院花费的总支

出、医疗保险费用支出、个人
花费支出进行了多方专业、
详细的审核，对于不符合

【 2】号文件的特殊困难大病
的家庭由大病联审组统一合
议，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
况再给出救助金额。

二季度解放路街道共计
上报大病救助 12 人，其中低
保、边缘户 8 人、重残 4 人，
药费总金额 346055 元，其中
个人自负 112403 元。

(许建立 贺斐斐)

历山路社区太极健身队

荣荣获获全全民民健健身身运运动动会会优优胜胜奖奖

7 月 29 日，历山路社区
太极健身队经过刻苦训练，
在 2016 年历下区第六届全
民健身运动会太极拳、剑的
比赛中获得优胜奖。

这支健身队的队员们平
均年龄约 60 岁，她们自得到
参赛消息后，加班加点地投
入到练习中，一次又一次地

克服了无固定排练场地和功
底参差不齐等客观情况。在
比赛场上，队员们整齐划一
的动作和灿烂的笑容深深打
动了每一个人，也把健身的
快乐传递开来。她们用汗水
收获快乐、收获健康，真正体
现了本次比赛的宗旨。

(许建立 朱怡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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