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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今日泰山

要闻

保障救助与物价联动机制门槛降低，保障范围更大

新增近 6万人享受价格补贴
本报泰安 10 月 31 日讯(记

者 李兆辉) 31 日，记者从泰
安市物价局获悉，泰安市于 26
日执行《关于完善社会救助和
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
指数超过 5% 后，四类受保障
的群体将获得价格补贴。这与
2008 年制定的物价联动机制
相比，不仅补贴标准更加明
细、保障范围更大，而且价格
补贴的门槛也明显降低，受益
群体增加近 6 万人。

新的物价联动机制启动的
依据从“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
费用价格指数”修改为“居民基
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新物价

联动机制，不仅明确居民基本
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季度累计的
不同补贴档次，而且还降低补
贴门槛：从居民基本生活费用
价格指数季度同比涨幅超过
10% 下降到超过 5%。这意味着
受保障对象由 2008 年的城乡
低保户，扩大到城乡低保对象、
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享受抚恤
补助的优抚对象、领取失业保
险金人员等 4 类群体。而且《通
知》规定，泰安市各县市区可以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扩大保障
范围，但不得缩小保障范围。泰
安市民政局低保办工作人员介
绍，这次扩大的范围，让享受补
贴的人数一下子激增到 6 万多
人。“2008 年新政策出台时，泰

安市只有 5220 名城乡低保户
享受补贴，而现在保障范围扩
大到农村五保户，以及抚恤对
象、特困户，人数增加到 64480
人，足足增加了 59260 人。”这
位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当居民基本生活费
用价格指数季度同比涨幅超过
5%(含 5%，下同)时，启动联动机
制，并在下一季度向优抚对象、
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
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当居民基
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同比涨幅
回落到 5% 以下时，即停止联动
机制。泰安市统计局在全市设立
了 100 多个价格监测点，可以准
确及时地获得居民生活必需品
的价格波动。

2008 年财政局对泰山区、高新
区、岱岳区和泰山景区四区的价格补
贴只有 104 .4 万元。而随着物价的不
断上涨，2009 年共发放价格补贴
342 .66 万元，而到了 2010 年，这个补

贴数据已经达到了 466 万元，相比
2008 年，增幅约为 346 . 4%。物价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新机制出炉后，保障
的人数增加了、门槛降低了，估计价
格补贴还会在此基础上增加。

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季度累计≥ 5%

＜ 6% 6 — 8% 8-10% 10-12% 12% 及以上

城市低保对象 15 元 20 元 30 元 35 元 40 元

优抚对象、农村低保对
象及农村五保供养对象

10 元 15 元 20 元 25 元 30 元

指数补贴标准

人员类别

●相关链接：

每人每月具体补贴标准按上表执行

岱岳区法院代表全省法院、法警大队接受最高法院考核

法警在考官身上搜出“违禁品”
本报泰安 10月 31 日讯(记者
刘丽 通讯员 王洪海) 28

日，泰安市岱岳区法院在“全国法
院司法警察岗位大练兵活动”中，
代表全省基层法院，接受了最高
法院考核组的检查验收。

28 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考
核组到泰安市考察法院司法警
察岗位大练兵活动，经现场抽
签，岱岳区法院被确定为全省基
层法院、法警大队的唯一代表，
接受了最高法院考核组的检查
验收。在安全检查环节，考核组
成员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法警
总队总队长吉小庆，在法警的引
导下，按规定流程进入安检口，
换上拖鞋后站在安检台上接受
法警杜子龙的例行手检。当杜子
龙检查吉小庆脚踝处时，袜子内

测的一处鼓起引起了他的注意。
“请将您袜子里携带的东西取出
来接受检查。”考官只好掏出了
袜子内携带的管制刀具。看到此
情景，考核官最高人民法院政治
部警务部副部长柴中国鼓起掌
来。原来，这是为考验岱岳区法
院值班法警安检技能，考核组暗
设的考核课目之一。

考核完成时，岱岳区法院法
警大队大队长赵玉鹏说：“法警大
队每天都坚持练兵，今天的考核
就相当于平时的一次训练。”记者
注意到，他的手上磨出了厚厚的
老茧。在当日进行的近三个小时
的严格考核中，岱岳区法警大队
的 24 名法警相继完成了擒敌拳、
手铐操作与使用、警棍盾牌操、防
暴队形等八个大课目的检验。

制定霸王条款

6家公司挨罚

本报泰安 10 月 31 日讯(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李淑君 屈朋)
近期，东平县工商局开展合同霸王条
款专项整治行动，整改 3 家存在霸王
条款的商场，处罚 3 家与消费者签订
不平等合同的公司。

针对因格式合同引起的消费纠
纷日益增加现象，为保障合同双方权
益，东平县工商局针对公用事业、通
信服务、有线电视、汽车销售、邮政、
保险及酒店、超市等场所制发的购物
卡、消费券、通知、声明、告示等资料，
是否存在“特价商品概不退还”，“打
折商品不实行三包”，“最终解释权归
本单位所有”等霸王条款情况进行专
项整治。在加大宣传《合同法》、《合同
违法行为监督处理办法》的同时，发
布取缔霸王条款通告，在各街道设立
宣传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 2000 余
份，增强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保护自
身利益的能力和意识。

此次执法行动中，采取宣传教育
与强制整改相结合，执法与规范相结
合的整治原则，先后对 3 家商场店堂
告示存在“赠品不实行三包”，“打折
特价商品概不退还”的霸王条款下达
了《责令改正通知书》。对 1 家汽车维
修公司与消费者签订不平等合同、2
家超市利用格式合同排除消费者权
利行为进行了处罚。

基层工商所作为前沿，对辖区内
所有格式合同予以摸排，截至目前，
共出动巡查人员 160 多人次，检查通
信、邮政、保险、商场等经营服务场所
120 多处，对店堂公告、消费卡、优惠
券等 12 种格式合同逐一进行了审
查、登记和备案。

法警在考官身上检测违禁物品。 本报记者 刘丽 摄

泰安市出台全民健身计划，打造志愿者服务队伍

每五百人中配一位社会体育指导员
本报泰安 10 月 31 日讯(记

者 白雪) 31 日，记者从市政
府获悉，泰安市出台了全民健身
实施计划(2011 — 2015 年)，计划
中指出将在五年内加强社会体
育指导员建设，他们即将走进社
区，全市总量将达到常住人口的
1 . 7 ‰以上，打造出以社会体育
指导员为主体、全社会热心人士
广泛参与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队伍。

据了解，为提高人民身体素
质和生活质量，泰安市将在五年
时间里陆续吸纳优秀教练员、运
动员担任社会体育指导员，并授
予相应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等级，
从而扩大以技能型为主体的社
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为了打造以
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全社会
热心人士广泛参与的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队伍，社会体育指导员
总量需达到常住人口的 1 . 7 ‰

以上，各县(市、区)均建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协会和培训基地。这意
味着泰安市未来可能每 500 名
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位社会体育
指导员。此外，政府还将组织优
秀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教师、
体育院校学生深入社区、机关、
学校宣传健身知识，普及全民健
身科学知识和健身技能。

为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员
的培训，实行了社会体育指导

员分级培训制度，二级、三级社
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以体育项目
健身技能传授为主，一级以上
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以竞赛活
动组织、科学健身知识讲解为
主。在全市晨晚练辅导站、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社区体育健身
俱乐部、体育生活化社区、各级
体育协会、已配建的全民健身
工程等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配
备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