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 8 . 9 星期四

8189567读者热线：

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官方微信

威威海海再再次次上上调调退退休休人人员员养养老老金金
增增发发的的养养老老金金本本月月底底前前足足额额发发放放到到位位

本报文登8月8日讯 (记者
姜坤 ) 8月2日，记者从威

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省人
社厅、省财政厅联合发布的

《关于2018年调整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的通知》，威海市从
2018年1月1日起，再次上调退
休人员养老金，人社部门目前
正集中人力，加班加点组织开
展各项调整工作，确保8月底
前将增发的养老金及时足额
发放到位。

据介绍，参加此次养老金
调整的人员为2 0 1 7年底前已

退休人员，今年退休的人员不
参加调整。今年企业和机关事
业单位退休人员实行同步调
整，范围相同，时间一致。此
外，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离
休人员和建国前老工人不属
于此次调整范围。离休人员和
建国前老工人的待遇调整工
作，下一步将按照省里的统一
部署执行。

在具体调整办法上，威海
市将按照省里的统一部署和
要求，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
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法
进行调整。

定额调整方面，企业和机
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标准，每
人每月增加50元。挂钩调整主
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与
本人基本养老金水平挂钩，企
业与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
比例，均按2017年底本人基本
养老金的 1 . 7 %调整。第二部
分，根据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
各自特点，采取不同的挂钩办
法。其中，企业退休人员按照
缴费年限实行分段递进挂钩
办法，15年及以下的部分，每
年1 . 5元；16年至25年的部分，
每年1 . 8元；2 6年至3 5年的部

分，每年2 . 1元；36年至45年的

部分，每年2 . 4元；46年以上的

部分，每年2 . 7元。机关事业单

位退休人员以3 1元的基数乘

以不同的职务系数增加。

此次调整还将向高龄老

人倾斜，即2017年12月31日前

年满70周岁不满75周岁、年满

7 5周岁不满8 0周岁和年满8 0

周岁以上的退休人员，每人每

月分别增加 1 5元、3 0元和 6 0

元。同时，按照省政策规定，对

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

达到70周岁、75周岁和80周岁

的退休人员分别调整，企业退
休人员分别调整290元、190元
和360元；一次性补缴退休人
员分别调整70元、60元和120
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分
别调整20元、80元和80元。

这次调整养老金所需资
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中列支；参加机关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的，从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中列支；未参加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的，由原渠道解
决。

“利刃——— 2018”全区公安机关警务实战
暨警务辅助人员结业汇报演练举行

本报文登8月8日讯(通讯员 崔书
志) 8月6日，“利刃——— 2018”全区公
安机关警务实战暨警务辅助人员结业
汇报演练成功举行。市公安局、特巡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文登区领导吴宏飞、
张建亭、毕庶杰、姜全文、刘黎宁、孔军、
谭鹏飞以及公安分局全体班子成员，法
院、司法局、安全局的负责人观看了演
练。

演练开始前，吴宏飞等区领导参观

了公安机关新型警用装备和车辆展示。

今年，区公安分局争取财政资金730万
元，购置配备了防暴车、排爆车、移动警

务工作站、武装巡逻车、大通巡逻车等

警务车辆，进一步提升了全区公安机关

应急处置和反恐维稳能力。

随后，汇报演练正式开始。这次演

练分为交警指挥手势操、擒敌拳表演、

枪操、盾牌操、射击科目表演、反恐情景

演练等6个部分。全体参演队员精神抖

擞、警容严整、斗志昂扬，战术动作有

力、队伍整齐划一，整个演练过程衔接
紧凑、精彩纷呈，充分展示出了新时期
我区公安民警勇猛果敢、善打硬仗的坚

强战斗力和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优良
精神风貌。

近年来，全区公安机关在打击暴恐
犯罪、处置突发事件、维护社会稳定等
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文登成
为全国治安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全面提升，先
后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单位”、“全市优秀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安基层单位”，车辆

管理所被评为“全国优秀县级车辆管理

所”。

吴宏飞在演练结束的讲话中指出，

改革发展必须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当前，文登正处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对外

开放以及打好三大攻坚战不仅需要良

好的营商环境、生态环境，更离不开和

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安机关和公安干

警、武警官兵要强化责任担当，迎难而

上、主动作为，矛盾面前不躲闪、挑战面

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切实做到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强化能力建设，

突出实战实用实效，不断提升决策指挥

能力和实战应对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

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要强化作

风建设，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树立人

民公安为人民的良好形象，为文登实现

打造威海经济中心、在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中走在前列的目标再作贡献、再

立新功。

河景东城“情满抱龙河”有奖征文奖项评选圆满收官
附：“情满抱龙河”征文大赛获奖名单

陈晓荣 《农村版茶馆》
姜功阳 《春天的约定》
宋志广 《河景旖旎 尘梦东城》
胡晓君 《道德之源 爱在葛家》
谭金芸 《抱龙河 升起一颗耀眼的启明星》
王德松 《我与天福山的不了情缘》
王吉波 《情满抱龙河(歌词)》
王巧莲 《印象抱龙河》
邢志浩 《我这样爱你》
周德政 《诗词五首》
周诗萍 《诗词30首》
慈勤海 《诗词二首》
蔡新强 《文登抱龙河》
李李萍 《第二故乡文登的变化》
于小桐 《沉醉》
姜子衡 《秋日私语》
董方易 《家乡小河“变身记”》
吕昊怡 《姥姥村里那条河》
郝 航 《爱在新家》
卢家宽 《魅力文登我的家》
吕馨雨 《人间仙境——— 圣经山》
孙 鑫 《时间河里飘荡的小舟》
王思洁 《小城 change》
丛佳烨 《千娇百媚“画”文登》

入围奖

董 强 《抱龙河上的荷花》
柏 舟 《五律·峰山题咏八首》

陈强伦 《河边的白杨树》
吕以泮 《难忘那抹淡香》
荣海鸿 《小河流过小村庄》
孙 黎 《故乡是一条长河，一条小街》

冷鲁静 《抱龙河之恋》
宋 一 《梦里梦外是故园》
孙文娟 《一条遗落的飘带》
王谡贞 《万家灯火里，有你有我》
邢爱琴 《家乡—我永恒的风景》
周 霞 《大美昆嵛山》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本报文登8月8日讯 日

前，经过客观评审，河景东城

“情满抱龙河”有奖征文大赛

奖项评选圆满收官，董强的

《抱龙河上的荷花》等十一篇

佳作从近二百篇参选作品中

脱颖而出，分获一二三等奖。

为传承“文登学”精神，

展现文登区日新月异的发展

变化，齐鲁晚报联合文登区

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青团

文登区委、文登区作家协会

面向全区文学爱好者征集优

秀原创文学作品，举办河景

东城“情满抱龙河”有奖征文

大赛。

此次大赛受到了社会各

界文学爱好者的关注，大家

踊跃参与创作投稿。一个月

的征稿时间，共收到一百八

十余篇原创作品稿件。来稿

多围绕征文主题，以文登区

美城美景及人文美等素材为

主，表达对家乡及美好生活

的热爱之情。

大赛对参赛稿件的评审

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采取

匿名初审、复审、终审的方

法。作家协会诚邀六名知名

杂志主编、编辑进行反复比

对、客观评审。终审共评选出

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

等奖六名、入围奖24名。部分

获奖作品将在区文联、团区

委、区作协、齐鲁晚报的微信

公众平台进行展示，并在《文

登文艺》和《文登时讯》进行

刊登。

此次“情满抱龙河”征文

活动由绿杨?河景东城全程

冠名赞助，不仅加强了对绿

杨?河景东城等驻文登企业

的文化宣传力度，传播了文

化产业相关的房产销售理

念，更为“打造文明城市，传
承文登学精神”发挥了积极
作用，同时，激发了社会各届
文学爱好者书写乡土热忱的
文学热情，大家用优美的文
章和笔触充分展现了文登的
新风貌、新变化，吸引了更多
人了解文登，热爱文登，关注
文登发展。

山水福地，大美文登；妙
笔生花，情满抱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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