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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退休管理服务需求大

记者从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
到，目前，淄博市企业退休人员总量已达25万
人，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退休人员居住在农
村或者是企业集中建设的生活区内。针对这两
类人员的社会化管理服务提升难度较大。在确
保按时足额发放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前提
下，如何营造企业退休人员和谐幸福的晚年生
活，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年龄大了，行动也不方便，能否定
期组织集中体检？”不久前，一位高青县供电
公司退休工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两天
后，一份职工健康体检卡就发放到了每一位离
退休员工手中。这样类似的事情不仅发生在一
家企业，更出现当地多个村居。高青县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成立城区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服务中心，并开通官方微博，广泛征求退
休人员的意愿，尽力实现群众合理诉求。

据了解，淄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因
地制宜，针对高青、桓台和沂源三个城镇化程
度低的农业县，退休人员少且居住分散的现实
情况，采取了乡镇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集中进
行管理服务的“大社区”模式；针对管理规
范、退休人员多、居住偏远集中的大中型企
业，采取改造企业退管组织，组建新的社区居
委会，就地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的模式，从而
实现了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全覆盖。

此外，淄博市还建立了“异地居住企业退
休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定期发信问候情况，
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把温暖送到了老人们的身
边。

目前，全市实行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
员约有25万多人，2015年，全市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人均达到2501元，养老保险待遇实
现了大幅度提高。淄博市社会化管理服务率达
到99 . 8%，直接纳入社区管理的退休人员18 . 5万
人，社区管理服务率达到95%，有力地保障了
退休人员的晚年生活。

星级服务再提升

面对社区基础薄弱、社区建设水平不平衡
等突出问题，早在2005年，淄博市就已在全国
率先建立了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星级”评定
制度，如今，淄博的“星级”管理不断提升，
为老百姓提供越来越贴心的服务。

去年，临淄区金岭回族镇人社所被授予
AAAAA级社会化管理服务单位，它是临淄区
第一个5A级社会化管理服务单位。当地每一位
退休人员都有一张社会化管理服务联系卡，上
面写明了联系人，联系电话和管理服务内容。
记者了解到，该镇建立了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服务联系卡发放登记制度，为他们提供及时便
捷的服务，发放率达100%，镇上至今未发生因
服务不到位而引发的上访事件。

“我们每周都要跟80岁以上退休人员见一
次面，看看他们有什么生活需要。每年重阳节
和春节会走访特困、高龄、鳏寡、病重、残疾

等退休人员，为他们送去花生油、牛奶、鸡蛋
等慰问品。”一位人社所工作人员介绍。

据了解，2005年，淄博市首批将社会化管
理服务单位划分为了A、AA、AAA三个级
别，全面开展“星级”管理服务单位建设活
动。通过两年的实践完善，2007年又将评定级
别延伸到了AAAA和AAAAA级，推动了社会
化管理服务工作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全市
共建成A级服务单位108个，AA级服务单位70
个，AAA级服务单位58个，AAAA级服务单位
15个和AAAAA级服务单位7个。

丰富活动打造多彩晚景

10月14日上午，高青县的政务服务中心活
动室里正在举办企业退休人员扑克够级比赛。
虽说是比赛，但现场气氛十分轻松，时不时传
出老人们的说笑声。

同样，在临淄区金岭回族镇的活动室，每
天都有退休老人三五结伴来到图书、棋牌、乒
乓球、书法、绘画等活动室，大家一起制订学
习活动内容，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

金岭回族镇还建设了大型门球场、健身器
材广场，可容纳500多人进行活动，成立了太
极拳、门球等活动小组，丰富老年人的生活。

此外，以企业退休人员自我管理互助组织
为基础，以服务企业退休人员为主要目的“爱
心互助工程”也在全市不断深入开展。活动由
社区组织实施，实行会员制管理，服务内容包
括清洁卫生、洗菜做饭、陪护、读报等，实行
每次1至2小时限时服务方式。会员每次提供的
服务，由社区工作人员填入本人“爱心”存折
的存入栏。当会员本人或其父母享受服务时，
在被服务会员的“爱心”存折中作支取记录。
目前，全市“爱心互助工程”志愿者已达1万
余人。

社区建设的加强、管理服务内容的丰富都
极大地调动和激发了广大企业退休人员的热
情。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退休人员不再仅仅
是被服务对象，而是热心地成为了建设和谐社
区的“参议员”、三个文明建设的“宣传
员”、协调解决邻里家庭纠纷的“调解员”、
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的“辅导员”，幸福和
谐、健康有为的晚年生活提高了老人的幸福指
数，也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 本报记者 杨淑栋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孙 蒙

打好孝妇河治污战

博山区是孝妇河的发源地，流域面积达到
246平方公里。位于博山区白塔镇人民政府的
东侧，有一条名为“沙沟河”的小河，它是孝
妇河的一条源头支流，河水向南汇入孝妇河
中。但记者了解到，这条沙沟河没有污水管
网，河内清污混流直接汇入孝妇河内，严重污
染了河水。

“孝妇河是我们博山的母亲河，曾经也是
‘青山碧水，有鱼有虾’。淌水游泳，捕鱼捞
虾是多少博山人儿时的记忆，现在可不行
了。”家住孝妇河畔的邵大娘惋惜地说。

今年8月5日，淄博市委、市政府召开孝妇
河和空气异味综合整治工作动员大会，发布
《淄博市孝妇河流域“治用保”水污染综合治
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
案》提出，淄博将利用2015年到2017年这3年时
间，投入72888万元实施6大类涉及46个重点治
理工程项目，实现孝妇河流域生态环境显著改
善、水资源循环利用、应急防控体系基本完
善、水质达到Ⅲ类地表水标准、孝妇河湿地公
园水体透明度达到1 . 5米以上的目标。

按照《方案》要求，博山区结合当地流域
治理工作实际，在孝妇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
工作中，主要负责完成7大类24项治理任务。
目前，孝妇河出境断面主要污染物浓度为COD
(化学需氧量)34mg/L，氨气8 . 36mg/L，成效有
所提升。

在沙沟河与孝妇河的交汇处，“沙沟河截
污治理工程”正在进行，空气中一股腥臭味扑
鼻而来，河道中放置的过滤网上拦截了许多塑
料袋、生活垃圾等漂浮物。而河内污水将由抽
水泵送至博山环科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循环
利用。

目前这一截污治理工程正在对设备进行调
试，已完成投资250万元。沙沟河截污改造工
程的调水管网基建、调水设备已全部安装完
毕，11月中旬实现试运行。工程实施后将进一
步解决沙沟河直排水对孝妇河水质的影响。

企业环保化程度不均衡

企业“环保化”程度不均衡、差异化明
显，是博山区企业环保的主要问题。

走进博山区白石路12号熔块厂厂区，入眼
便是一片狼藉，砖块、铁板等建筑材料杂乱地
堆放在厂区各处。记者了解到该厂因未建设脱
硝设施，并且厂区管理差，无组织排放情况严
重，目前处于停产状态。

据悉，熔块厂需要高温将原料熔融，因此
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硫、硝废气。该厂
在2013年安装了脱硫设备，但一直未安装脱硝
设备。时隔两年，该厂才在环保部门的不断检
查和要求下，投资35万元在7月8日至10月30日
期间将脱硝设备安装完成。目前，该厂已停产
等待验收，在验收通过后会恢复生产。

而在博山污水处理厂却是另一翻景象。厂
区干净整洁，空气中也没有明显的异味。记者
了解到，为了满足博山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
水全部集中处理的需要，污水处理厂投资3946
万元进行二期工程扩建项目。通过二期扩建工
程的建设，博山区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能力
将提升至近2700万吨的水平，有效减少污水排

放对区域环境的污染负荷，大大减少COD、氨
氮、磷排放量，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推动孝妇
河流域污染总量控制目标的实现。

“企业应当树立主体责任，在淄博天空下
生活，就要对这里负责，对这里的子孙后代负
责。”“环保世纪行”淄博市人大代表异地调
研组组长张学锋说。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除了环保意识
不够，经济条件是制约企业环保化发展的重要
因素。许多企业负责人倒“苦水”，这几年经
济效益不好，上不了环保设施，企业也是干着
急。

明确责任保卫碧水蓝天

张学锋认为，环境问题就是由前些年无预
见性的发展和污染造成的，所以如今的企业更
应当树立起主体责任，要深刻意识到企业所经
营的不仅是财政经济，更是民生经济，再艰
难，对环保也不能忽视，而政府也要将监管责
任落实到位。

博山区在全省功能定位上属于生态发展
区，大部分区域禁止开发或限制开发，对经济
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作为老工业区，

受历史因素、经济条件影响，博山环保面临着
人才和资金短缺的难题，需要治污减排资金等
方面多向财政困难的区县倾斜，推动地方环保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如管网的配套建设、生态
湿地、农村地区污水处理建设等。

记者了解到，截至10月底，博山辖区环境
空气质量二级以上良好天数为150天，比去年
增加48天，良好率为49 . 3%，主要污染物浓
度、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浓度、PM2 . 5同比分
别下降22%、7%、15 . 1%。

博山区2015年承诺的环保工作共涉及5大类
8项内容，目前已完成露天烧烤、建筑渣土和
扬尘治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储煤场治理、
孝妇河排污口封堵有关工作，剩余的治理任务
正在实施中。

博山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第一副主任
李森表示，要深刻认识环境保护的现实意义和
长远的历史意义，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把空气
污染和孝妇河的治理工作作为未来环保工作的
重中之重，设立长效机制，巩固成果。“我们
的环保工作要说一句算一句，干一件成一件。
做好这项功在当今，利在后代的工作。”李森
说。

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星级评定 构建全覆盖的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

淄博企业退休人员享幸福晚景
阅读提示

淄博市工业发展已逾百年，

是山东省乃至全国闻名的老工业

基地，煤炭、纺织等劳动密集型

企业数量众多，企业退休人员群

体大。

近年来，淄博市立足本地实

际，确立了“保障为先，服务为

本”的思想，坚持“档案在市

（区县），关系在街道，人员在

社区，发放在银行”的社会化管

理服务工作总体模式，以社会化

管理服务“星级”评定工作为抓

手，在全市构建了高标准、全方

位、广覆盖的社会化管理服务体

系。

综合治理孝妇河污染 提高企业环保化程度

博山：明责严管保碧水蓝天
阅读提示

6月28日，“社保情·暖万家”淄博市企业退休人员棋牌比赛现场热闹非凡(资料片)。

今年8月，一名工人正在清理孝妇河河道垃圾。(资料片)

日前，淄博市环保世纪行活

动正式启动。记者来到博山区进

行环保工作实地探访。博山区

2015年环境保护承诺了5大类8项

任务，从治理水污染、整治污染

企业等多方面打响环保战，保卫

山城的碧水蓝天。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孟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高新区建

设中心获悉，在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组织的
“国家优质工程奖表彰大会”上，由高新区建设
中心代建的先进陶瓷创新中心研发综合楼工程得
到专家们的一致好评，最终被评定为“国家优质
工程”奖。

据了解，该工程建筑总面积176387 . 8平方
米，主体两栋塔楼地上26层，裙楼5层。在项目
建设过程中，高新区建设中心组织参建单位从蓝
图方案设计到工程施工建设的整个过程攻克了无
数难题，在建造技术、管理方式、运营模式上不
断突破创新，并严格按质量安全标准组织、实
施、监控工程的建造过程，鼓励施工企业加快培
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助力企业创建工程精品。
2014年5月，该工程获得淄博市建筑工程整体质
量最高荣誉“柳泉杯”奖，2014年9月，获得山
东省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泰山杯”奖。

高新区一工程获
国家优质工程奖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巨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环保局获

悉，淄博市大力开展扬尘污染防治工作，打击非
法排污行为。今年以来，淄博环保部门联合公安
等多部门对430家企业等进行督导，通过8次专项
行动，清理取缔储煤场所417处，关闭94处。

记者了解到，淄博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对口对区县扬尘污染防治执法落实工
作进行了督导考核。今年以来，考核组督导区县
303个(次)，共抽检建筑施工工地600家(次)、道路
1200余条、餐馆780余个，共发现油烟污染违法
行为350起、大货车闯禁行5200余起，对26处擅自
设置、乱拉乱倒垃圾和未建设弃土消纳场所等违
法行为进行查处。

同时，淄博市扬尘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按照《关于印发全市扬尘污染防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对各区县、部门专项行
动落实情况进行每月“3个1”行动，每月一调
度、每月一检查、每月一通报，并从4月份正式
启动对区县扬尘污染防治工作的月考核制度和部
门的季考评工作，每月对淄博全市扬尘污染防治
工作进行调度督导。

此外，淄博环保部门定期调度各区县扬尘污
染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全市污染源进行摸
底，截至目前，全市10个区县594处建筑工地、
道路冲洗面积1983 . 1万平米、12处物流园区、堆
场、料场等污染源已基本摸底完毕。

治理扬尘污染
取缔417处储煤场所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物价局、

公用事业局召开的降低中心城区供暖价格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淄博中心城区下调供暖价格方案落
地，淄博市人民政府决定采纳多数市民的意见，
供暖价格降低2元，由现行24元/平方米下调为22
元/平方米；退费方式尊重市民个人意愿，由市
民自由选择。

据了解，11月20日，淄博市物价局组织召开
了中心城区降低供暖价格听证会，就之前确定的
两套降价方案 (方案1：每平方米降1元延长10
天；方案2：每平方米降2元)听取了35位发言人
意见。会后26位消费者代表(除去供热公司听证
代表)民意调查显示，支持方案二的有18人，占
所有投票人数的64 . 3%；至于取暖费差额问题，
16位代表选择冲抵明年取暖费这一方式。

中心城区供暖价格
调整方案落地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16山东商业转型与投资创业

高峰论坛在齐国故都临淄举行。商业、投资领域
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全国各地的商家代表
1000余人出席论坛，共同探讨新常态下的商业转
型之路和投资创业环境。

据了解，此次论坛由山东理工大学、淄博市
工商联、淄博市供销社等共同主办，临淄区商务
局、临淄区供销社、山东泰东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承办，旨在通过各位专家的高峰论剑，对当
前形势下的市场、产品、商业模式、商业生态链
条进行思考、定位，为建设工业强市、文化名
城、生态淄博增砖添瓦。

商业转型与投资创业
高峰论坛临淄举行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岳可华 陈之营 报道
本报桓台讯 12月5-6日，2015年山东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 工程测量项目在淄博
建筑工程学校举行。此次大赛由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等五部门联合主办，来自全省17所
中职院校的68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据了解，本次大赛包括理论考核和技能操作
两个环节，理论考核以建筑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为
基础，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能等相关内容，技
能考核包括水准测量和导线测量。此次比赛旨在
展示近年来我省中职建筑工程专业的教学改革成
就，推动课程改革与建设，加快工学结合人才培
养模式，促进建设满足企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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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