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樊舒
瑜) 近日，淄博市政府官网发
布《关于公布2019年淄博市住房
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征求意
见稿)目前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
见，社会各界人士可于10月30日
之前反馈意见。

淄博市各区县、高新区、经
济开发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
的城镇居民(含持有淄博市居住
证的流动人口)、新就业无房职
工和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等
城镇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按照
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分为四
类：Ⅰ类家庭：低保家庭和特困

人员家庭，以民政部门认定为
准；Ⅱ类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不高于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的低收
入家庭；Ⅲ类家庭：人均可支配
收入超过所在区县上年度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且不
高于80%的中低收入家庭；Ⅳ类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所
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80%且不高于100%的
中等偏下收入家庭。

申请家庭须同时具备下列
申请条件：申请家庭的人均可支
配收入最高不超过其所在区县

上年度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
收入，淄博市各区县、高新区、经
济开发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度
调整一次，由市住房城乡建设
部门会同市统计调查单位向社
会公布后执行；申请家庭无自
有住房或现住房人均建筑面积
不高于15平方米；申请家庭的财
产总值(家庭成员拥有的房产、
车辆等财产)不高于其所在区县
上年度家庭年收入标准上限，
即：申请家庭财产总值≤其所
在区县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家庭人口数。

住住房房保保障障标标准准咋咋制制定定，，您您来来提提意意见见
目前征求意见稿已发布，社会各界人士可于本月30日前反馈意见

本报讯 近日，淄川区龙
泉卫生院与龙泉党委携手走
进淄川区龙泉镇敬老院，与老
人们一起“迎重阳”，关爱老人
健康，通过给老人们查体让敬
老院的老人们感受到了党和
政府的关怀，感受到了基层医
务人员的关爱。

在活动中，卫生院医务人
员亲切的陪着老人们聊天，关
切的询问老人们的身体基本

状况，给老人们测心率、量血
压，并一再嘱咐老人们要按医
嘱按时规律服药。老人们都乐
呵呵说着：“感谢共产党，感谢
镇医院的医生们啊！”，整个院
子都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感人
场面，洋溢着欢笑声。通过此
次志愿者活动的举行，龙泉卫
生院的医务人员以实际行动
弘扬了尊老、敬老、助老、爱老
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冯群)

淄川区龙泉卫生院：

志志愿愿服服务务走走进进敬敬老老院院

日前，齐德学校4年级(3)班中队的
12名队员和家长们一起开展了"小手拉
大手，礼让斑马线"实践活动。通过实践
活动，孩子们认识到了斑马线上文明礼
让的重要性，同时提高了他们的交际和
沟通能力。 (王灵凤)

张店区齐德学校：

开展礼让斑马线实践活动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聆听专家讲座 优化评价机制

日前，淄川区实验幼儿园一行四人参加了在
张店举行的幼儿园游戏活动与课程建设学术交流
会。上海市静安区安庆幼儿园温剑青园长通过“评
价——— 让幼儿的成长看得见”“指标解读——— 走进
幼儿发展评价的第一步”以及案例分享“活”的档
案袋——— 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三个版块分享了该
园的研究项目“发现 理解 支持——— 指向个性
化教育支持的幼儿发展评价研究”。 (王建华)

日前，高青县小学语文“同研共进 同享
同行”教研共同体研讨活动在高青县中心路小
学成功举行，县教研室小学语文教研员、花沟
学区、芦湖学区、常家学区、县实验中学小学
部、县中心路小学语文学科负责人、学科教师
共计150余人参加教研活动。 (韩元素)

高青县小学语文教研

在县中心路小学举行

近日，潘南小学四六中队的队
员到高新区德法文化公园开展了

“我与祖国共成长，争做小小追梦
人”社会实践活动。队员们决心以实
际行动向祖国致敬，好好学习，努力
向上，争做新时代的好队员！(邢霞)

张店区潘南小学：

开展争做追梦人活动

迎接国家卫生乡镇检查 日
前，创建全国卫生乡镇检查组到沂
源三中，对该校卫生工作的开展进
行检查，韩云祥校长及学校班子成
员陪同。 (江秀德)

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沂源县
历山街道教体办党总支组织50余
名党员在朱彦夫事迹宣传教育基
地开展“学习英雄朱彦夫、坚守初
心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崔红军)

敬老爱老教育活动 为弘
扬中华传统美德，培养少年敬老
爱老的优良品德,，重阳节之际，
沂源县新城路小学开展了“我为
老人做件事”活动。 (周从容)

师德教育学习月 为打造党
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开
学伊始，沂源县鲁山路小学开展
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师德师
风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 (孙华)

禁毒教育活动 为切实提高广大
师生识毒、拒毒、防毒意识和自觉抵制
毒品的能力，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
组织少先队员到县禁毒宣传教育基
地，接受警示教育。 (公伟伟 黄晓艳)

送故事下乡活动 日前，沂源县
第二实验幼儿园组织“美丽花故事
爸妈义工团”志愿者开展送故事下
乡活动，为农村幼儿园和幼儿家庭
提供亲子阅读的示范指导。(公海英)

新学期幼小衔接 近日，沂
源县鲁阳小学围绕诸多小学一年
级新生家长即将面临的问题和困
惑，特邀家庭教育专家做了幼小
衔接报告会。 (李衍雯 孙丰玲)

网络安全宣传 近日，沂源
县荆山路幼儿园开展了“2019网络
安全宣传周”教育活动。向家长和
在园教师普及手机应用安全、上
网安全等知识。(夏巧凤 王法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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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见涛律师，毕业于山东大
学法学院，擅长土地征收、房屋
拆迁、行政诉讼、民间借贷、合同
纠纷等专业领域。逯见涛具有较
强的表达和沟通能力；具有较强
的判断能力及逻辑分析能力；为
人正直、遵纪守法；爱好广泛，乐
于与人交往，较好的团队精神坚
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的原则，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兢
兢业业，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赢得了当事人的尊
重与信任。

齐鲁晚报《今日淄博》公益律师团帮您维权
全天候接听读者电话咨询，用最专业的法律知识提供诉讼指导

2 0 1 8年 7月 4日，某市
政府组织大量不明身份人
员出动多辆铲车，将杨先
生的房屋强拆，给杨先生
造成了重大的财产损失。
在强拆过程中，杨先生未
收到任何通知、行政文书
和司法文书，亦未获得任
何补偿。杨先生认为该强
拆行为不具有事实依据，
其依法取得该村的房屋所
有 权 证 及 集 体 土 地 使 用

证，某市政府的强拆行为
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属于侵犯公民个人财产。

于是，杨先生来到山
东居高律师事务所找到了
逯见涛律师，逯律师告诉
杨先生，某市政府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
于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
侵犯的根本性规定，其强
拆行为并无明确的法律依
据，违反了《行政强制法》

第十三条关于行政强制执
行必须由“法律”设定才能
实施的规定，某市政府于
强拆之时未向杨先生作出
任何的行政决定、未下达
任何法律文书等行为明显
违法。

杨先生遂委托逯律师
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终
法院依法判决某市政府的
强拆行为违法，杨先生的
合法权益也得到了维护。

房房屋屋遭遭强强拆拆，，村村民民告告赢赢市市政政府府
■行政诉讼专题·第一百零九期

骨干教师观摩课活动 为
提高教师专业能力，促进青年教
师成长，搭建相互学习的平台，近
日，沂源县鲁村中学开展了骨干
教师观摩课活动。 (杨朝群)

桓台县起凤小学：

开展“教师大家访”活动

为进一步促进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的有效衔接，共同关心学生
安全、健康、和谐成长，促进家校密
切联系，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近
期，起凤小学组织教师开展了大家
访活动。 (田文静)

近日，张店二中各班级开展
了“认识雾霾，预防雾霾”的健康
教育活动。教师通过图片、课件
进行讲解，引导学生知道什么是
雾霾，让孩子初步认识“雾霾”的来
源及“雾霾”给我们生活及健康带来
的危害。 (张帅琦 张继丹 )

张店二中：

开展预防雾霾健康教育

高青县田镇学区

开展立德树人教育活动

为激励广大教师职工“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切实在教
育事业改革发展中承担使命、
奉献力量，近日，田镇学区召开

“弘扬高尚师德 潜心立德树
人”主题教育工作部署大会，并
开展了系列教育活动。 (高玮)

日前,花沟学区中心小学开展了学
生假期安全和秸秆禁烧宣传教育。就
学生安全召开专题班会，从防溺水、交
通、饮食卫生、居家安全等方面进行强
调。并就秸秆禁烧的意义、具体措施与
方法进行教育指导。 (周成明)

高青县花沟学区中心小学：

开展秸秆禁烧宣传教育

近日，杏园小学开展雷锋学校学雷锋
活动，关注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风尚，努
力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该校多年来重视
雷锋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形成独特的校园
特色，雷锋精神在学校文化、教育、课程中
融会贯通，教育成果颇丰。 (王甜)

张店区杏园小学：

开展雷锋学校学雷锋活动


	Y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