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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
者 张超) 29日，市民政局
党组书记、局长韩更大做客

“12345”市长热线，就全市
社会福利发展、扶贫、退役
士兵自谋职业等市民关注
热线问题接听来电，并回答
记者提问。

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
重视下，全市养老服务业得
以快速发展。截至2016年
底，全市拥有各类养老机构
114处(其中公办56处，民办
58处)、养老床位34607张，
城市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82处，农村幸福院426
处。

围绕上级出台的系列
政策，相继出台了《聊城市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养
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

见》，制定出一系列扶持优
惠政策。

在资金扶持方面对新
增养老床位不少于20张、符
合有关部门规定资质条件
的养老机构，按核定床位在
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6500
元的基础上，市财政配套补
贴每张床位3500元，为加大
护理型养老机构建设支持
力度，省财政对护理型养老
机 构 建 设 补 助 标 准 提 高
20%；

在税费优惠政策方面：
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全额免
征行政事业收费，对营利性
养老机构减半收取行政事业
性收费。对养老机构提供的
育养服务收入免征营业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占用耕地的免征耕地占
用税。对通过非营利性组织
免税资格认定的非营利性养

老机构的收入，可按有关规
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其自
用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养老服务机构免缴城
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非营
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免缴征

地管理费、水土保持补偿
费、水利建设基金、残疾人
就业保障金；在达标排放污
染物的情况下，经负责征收
排污费的环保部门核准后
可以免缴排污费，适当减免
环境监测服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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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养老老服服务务机机构构可可享享多多项项税税费费减减免免

聊城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更大做客市长热线。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
者 张超) 据了解，市民政
局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脱
贫攻坚战略部署，制定了扶
贫工作措施，全面推进，在
提高保障标准，发挥民政扶
贫兜底作用，完善社会救助
体系、推进社会救助规范化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
效。

自2017年1月1日起，全
市城市低保月保障标准由

去年的400元提高到420元，
补助水平不低于252元；全
市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由
去年3050元提高到3600元，
月补助水平不低于180元。
同时，城市特困人员分散供
养标准为每人每月630元，
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6200元，
农村特困人员分散供养标
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000元。

创新社会救助工作机

制，建立健全社会救助统筹
协调机制，逐步完善家庭经
济状况核对机制，建立社会
救助监督检查长效机制。全
面建立“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平台；编实编密社会救
助兜底扶贫保障网。同时，
落实长期公示制度、深入开
展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
核对工作、开展最低生活保
障民主评议、严格落实低保
经办人员和村(居)委会成员

近亲属享受低保备案制度、
加强动态管理。

立足精准扶贫，开展丰
富多彩救助活动，开展临时
救助、春节走访慰问、慈善
扶贫送温暖、“百村千户送
温暖”精准扶贫等活动。深
入调研扶贫工作、开展“慈
心一日捐”、“福彩送爱 温
暖环卫工人”以及慈善轮椅
捐赠和“爱心书包”捐赠等
活动。

城城市市低低保保标标准准提提高高至至每每人人每每月月442200元元

葛相关链接

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韩更
大介绍，对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的主
要有以下优惠政策：一是按规定领
取自谋职业补助金。根据省政府规
定(鲁政办发[2004]77号)，转业士官
按照安置地上年度城镇职工平均工
资的2 . 5倍，义务兵按照安置地上年
度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1 . 5倍发放。
二是免费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三
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免费保管
档案3年。四是报考公务员时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用。五是军龄视同交纳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年限。六是报
考成人高等学校，可增加10-20分。
报考普通高等学校，增加10分，立二
等功以上的加20分。七是从事个体
经营的，工商、税务、卫生等部门按
规定减免费用。八是商业银行优先
予以信贷支持等等。

本报记者 张超

退役士兵自谋职业

可享八项优惠政策

葛头条相关

为了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
展示数媒动画学生的个性风采，聊
城大学传媒技术学院在本校西校区
星月广场举办“多彩校园 就在脚
下”描绘井盖展览活动。活动中志愿
者们绘声绘色的向过路的行人介绍
画作的组成及灵感。此次活动的成
功举办，培养了同学们的创新意识，
让不起眼的井盖成为校园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记者 李军

多彩校园

本报聊城3月29日讯(记
者 凌文秀) “看到有那么
多优秀的朋友都报名了，我
也加入，希望能找到生命中
的另一半！”本报相亲会自
接受报名以来，受到众多单
身男女的关注。相亲会报名
进入了最后阶段，想要报名
的你，可要抓紧了。

4月7日中午12点，本届
相亲会报名截止，连日来相
亲会报名呈现扎堆报的情
况。工作人员统计报名信息
时发现，半数女性报名者要
求有婚房。“我觉得有要求
就要说出来，本来相亲会就
是非常快的互相筛选过程，
所有信息全部放上，更方便
彼此，毕竟相亲不像平时工
作或在校期间处朋友，不可
能有太多时间互相了解。”

一位报名者表示。
“我身边的朋友好多是

在齐鲁晚报相亲会上找到
另一半结婚的，周围单身好
像只剩我一个，就满怀希望
来报名。”一位报名者表示，
齐鲁晚报相亲会名气在聊
城很大，亲朋好友都知道，
而且身边有好几对是通过
齐鲁晚报主办的相亲会走
进婚姻殿堂的。

根据往年经验，随着相
亲大会开幕日期的临近，各
报名点的报名人数都会越
来越多，到最后几天，报名
填表很可能要排队。为此主
办方提醒大家尽早报名，就
可以安心期待缘分的降临
了。

4月8日，聊城几百名优
秀的单身女相约民生凤凰

城，踏春赏景交友。活动主
办方将在民生·凤凰城打造
一片浪漫的桃花缘盛景，水
云间婚礼工作室将结合周
围丽水环抱的美景，现场再
造桃花盛景。碧水环绕、绿
草茵茵，明媚春光中，看灼
灼桃花开遍，报名者们将在
桃花源盛境中寻觅桃花缘。

清和美慧(北京)科技文
化有限公司还为现场成功
牵手的报名者准备了法国
波尔多出产的吉兰度干红
葡萄酒作为奖品。

目前报名者已达近300
人，活动将于4月7日中午12
点截止报名。地点：湖南路
与昌润路南500米路东300
米(民生凤凰城营销中心)，
乘坐24路公交车在民生凤
凰城1号院站下车即可。

活动诚招赞助商，您可
以为报名的单身男女献上
伴手礼，也可以作为冠名、
赞助单位加盟这场大型寻
爱之旅。

报名时请按照要求填
写真实个人信息并上传个
人照片。主办方会严格保护
报名者隐私和个人信息，维
护报名者权益，您可以放心
大胆寻爱。您仅需关注齐鲁
今 日 聊 城 微 信 公 众 号
(qlwbjrlc)，即可找到进入报
名页面。

相亲会报名4月7日中午截止，想报名的可要抓紧了

本本报报相相亲亲会会让让您您放放心心大大胆胆寻寻爱爱

作为孩子正处于15岁—20
岁人生最关键时期的家长们，
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我们孩
子的未来在哪里？我们是否给
孩子做好了规划？我们该如何
给到我们的孩子他们想要的生
涯？

为了解决家长孩子们目前
所面临的困惑，为了制定一套

专属于孩子们的生涯规划，为
了让孩子们更好的管理好自己
的人生，北京慧宇教育集团青
少年部联合齐鲁晚报今日聊城
联合推出服务性亲子活动———

《一代天骄·赢在未来全新课程
我的生涯规划》。届时，我们诚
邀您的孩子参与，全力打造孩
子们想要的人生！

课程时间：4月2日—3日，
课程地址：银座佳驿酒店(聊
城市兴华西路汇金街交口东
80米路南)，收费标准：1200元
/人(含学费、场地费、资料费、
2午餐+1晚餐)，招生对象：高
一、高二、高三学生，招生人
数：限报30人，主讲老师：王复
燕老师、徐晓东老师、袁琳老

师。
此课程主要针对15——— 18

周岁的孩子深入认识自己、了
解自己；让孩子对自己的未来
找到明确的定位；让孩子清晰
制定出自己的目标；让孩子学
会建立、整合资源；拓广孩子的
人脉圈；让孩子拥有一份专属
的个人生涯规划。

人生就是一场竞赛。要学
运动员，我有教练我怕谁！人生
如大海航行，人生规划就是人
生的基本航线，有了航线，我们
就不会偏离目标，更不会迷失
方向，才能更加顺利和快速地
驶向成功的彼岸。

报名咨询电话：0 6 3 5 -
8277232 13562025565。

一一代代天天骄骄··赢赢在在未未来来《我我的的生生涯涯规规划划》招招募募进进入入倒倒计计时时

聊城火车站
南侧宾馆招租
面积：396平方
米，共计25间

陈先生电话：

0531-82420740
1346538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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