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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7日讯(记者 马玉
姝 通讯员 吕凤军 焦玉姣)
近日，淄博市社保中心发布提
醒，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
业人员(以下简称“参保个人”)务
必于2019年11月30日前将养老保
险费足额存入代扣代缴的社保
卡(或银行卡)。未按上述时间存
款或存款数额不足的不予代扣，
因此会造成当年的职工养老保
险中断，跨年度不能补缴。

2019年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的参保个人可以在全省全口
径平均工资(5449元)的60%至300%
之间选择适当的缴费基数。

无雇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
就业人员如果继续按照本人去
年选择的缴费档次(60%、80%、
100%)缴费的，不用办理手续，将
养老保险费按时足额存入代扣
社保卡中即可。如果想变更缴费
档次(60%-300%)，参保人需及时
办理变更手续，并按照选择的档
次比例自行计算所缴费金额，并
按时足额存入社保卡中。(建议
参保人存入社保卡的金额略多
于所计算的实际缴费金额，次月
中旬及时查询是否代扣成功。)

据悉，2019年无雇工个体工
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养老

保险费统一从社保卡代扣代缴。
2019年未使用社保卡代扣代缴职
工养老保险费的，请参保人务必
及时到社保卡发卡银行(社保卡
正面左上角有发卡银行标识)
各网点办理社保卡金融功能激
活业务，同时需要到所在镇(街
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所办
理代扣代缴账户替换手续(注
意：当前能够使用社保卡代扣
代缴的只有工商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的社保
卡，农信、邮政社保卡不能实行
代扣代缴，可继续使用原银行卡
代扣代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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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面巩固提升
脱贫攻坚成果，文昌湖区设置
镇级“乡贤功德池”，发动辖区
爱心人士，积极捐款捐物，用实
际行动参与脱贫攻坚战。截至
10月31日，“乡贤功德池”已注
入资金28 . 6万元，为即时帮扶
工作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文昌湖区精准目标靶向

即时帮扶再发力

本报讯 日前，张店区就
业扶贫招聘会暨扶贫政策宣传
日在马尚镇义乌小商品城举
行。将招聘会开到家门口，更便
利的为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
位。专场招聘会参会企业共16
家，提供就业岗位500余个，帮
助贫困人员尽快实现就业，早
日脱贫增收。 (左猛)

张店区举行招聘会

提供500余个就业岗位

本报讯 今年以来，沂源
县全面推进扶贫网格化管理模
式，以全县 1 2个镇 (街道 )的
23885户、39836名贫困人口为作
战战场，按照每个网格不超过
40户贫困户的原则，划分了975
个网格，设置2800余名扶贫网
格员，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
果打下了基础。 (唐宁宁)

扶贫“网格化”管理

让扶贫工作不留“死角”

本报讯 日前，高青县青
城卫生院走进张巩田村，开展

“人人争做第一村医”之“健康
助力扶贫行动情暖桑梓”健康
义诊活动。此次义诊受益群众
600余人，发放控油限盐壶130
余个，为村民提供了全方位的
健康医疗服务。 (耿起泰)

高青县青城卫生院

健康扶贫情暖桑梓

本报讯 日前，张店区民
政局联合区养老服务行业协
会、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开展
扶贫活动。由石村老年公寓、九
级村老年公寓、傅家镇养老中
心三家养老机构自筹资金1万
元，对马尚镇5户贫困户进行走
访慰问，给每个贫困户发放慰
问金2000元。 (左猛)

张店区走访慰问

5户贫困户

本报讯 今年，临淄区朱
台镇陈营村由陈营村党支部号
召发起“暖心基金”，村内党员
和企业每年自愿参与一次捐
赠，重点帮扶发生疾病、交通事
故等重大变故的，有致贫风险
需要即时帮扶的困难群众，目
前已筹资2万元。 (韩小丽)

临淄区朱台镇试点

实施“暖心基金”

本报讯 临淄区充分利用
社会组织，开发公益扶贫项目。
实施“有爱无碍 助残增能”项
目，为贫困残疾人进行无障碍
化改造，让贫困户足不出户享
受区级医院康复治疗。开展“旧
生余晖 共筑暖城”项目，募集
家具390件，帮助120户贫困户
改善家居环境。 (韩小丽)

公益扶贫项目

帮扶120户贫困户改善环境

本报讯 日前，张店区扶
贫办联合区民政局、区慈善总
会调拨部分慈善资金专门用于
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救助工
作，为因病、因灾等原因导致基
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62户贫
困户发放救助金14 . 025万元，
解决基本生活困难。 (左猛)

14余万元救助金

惠及62户贫困户

本报讯 近年来，临淄区
“旧生余晖 共筑暖城”同时获
得淄博市青年社会组织创投大
赛银奖，争取奖金14万元，引发
了市民积极捐物、捐衣热潮，累
计参与服务的义工、志愿者达
到1000余人次，惠及群众达300
余人，以有限的政府投入，撬动
了无限的社会资源。 (韩小丽)

临淄区开发扶贫项目

惠及群众300余人

高青县扎实做好

第一村医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高青县紧
紧抓住健康扶贫这一工作主线，

“回娘家”义诊累计服务300余场
次。截至目前，高青县先后共有
62名来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
优秀年轻医务人员担任“第一村
医”，服务覆盖村186个、惠及贫
困人口2000余人。 (李玉茹)

近日，高青县实验小学党支
部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调研成果交流会，党支部
书记、校长霍秀芹主持会议，学校
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并作交流
发言，县教育体育局巡回指导组
董林主任、任曰鹏科长到会进行
监督指导。 (董丽君)

高青县实验小学：

召开不忘初心成果交流会

近日，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业
务园长及业务负责人在孙学峰园长
的带领下，对小二班半日活动进行
了跟班指导。从来园接待、区域活动
组织、集体教学活动、户外体育锻炼
等环节，进行细致的观察记录与分
析。并做了全面的梳理总结。(孙国平)

高青县田镇学区中心幼儿园：

园长指导 引领成长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努力营
造积极向上、清新高雅、健康文明
的校园文化氛围。近日，傅家镇中
心小学举行了主题为“文化蕴 艺
术彩 追梦路上与国同在”第四届
校园文化艺术节。陶冶健康审美情
趣、培养良好艺术修养 ,促进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李海铭）

张店区傅家镇中心小学：

举行校园文化艺术节

为加快新教师成长，使新教师对
《幼儿一日生活组织规范》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动，明确各自工作职责，更
好的组织幼儿一日生活，近日，淄川
区实验幼儿园组织本年度新入职教
师进行了关于“如何组织幼儿一日生
活”的教研活动。 (马永群)

淄川区实验幼儿园：

搭建交流平台促成长

为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增
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集体荣
誉感，近日，田庄小学举行了第
六届体育节暨第一届全员运动
会。崔亦强校长致开幕辞，他向
全体师生阐述了学校举办这次
运动会的实质意义，提出了新
的希望。 (刘永收)

桓台县田庄小学：

举行第六届体育节

为使全校师生了解消防基
础知识，提高安全防范认识，增
强自我保护能力，掌握对突发
火灾的应变、逃生技巧，近日，
潘南小学成功举行了消防疏散
演练活动。整个演练过程做到
了快速、安全、有序。(李素云)

张店区潘南小学：

举行消防演练活动

近日，陈庄小学开展了
经典诗词诵读比赛活动。通
过朗通、集中展演等，引导
师生学习、感受中华传统经
典魅力，提升道德情操，传
承 文 明 礼 义 ，增 进 家 国 情
怀。 (何晓明 )

桓台县马桥镇陈庄小学：

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为规范办学行为，切实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促进学
生、教师、学校和谐发展，近
日，黑旺孤山学校开展了以“书
包瘦身，规范办学”为主题的专
项活动。通过开展活动，学生的
书包得以成功瘦身，但学习
热情更高涨。 (牛晓萍)

淄川区黑旺孤山学校：

“书包瘦身”在行动

为更好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近日，张店
四中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要
求举行“学先进，寻初心，强使
命”集中学习活动。结合10月份

“灯塔大课堂”相关内容，组织
全体党员集中观看了《致敬“最
美奋斗者”》视频。 (崔金华)

张店四中：

举行学先进强使命学习

家长会活动 为加强教师
与家长间的积极交流，促进孩
子更和谐的成长。近日，沂源县
振兴幼儿园各班举行幼儿家长
会活动。 (张太丽 宋志霞)

实现家园共育 桓台县马桥
镇陈庄幼儿园坚持开展家长开放
日活动，让家长亲身感受孩子的成
长，使幼儿教育和家庭教育同步，
共促进幼儿教育的发展。 (付丽)

工作室和社团工作 沂源
县石桥中学制定并实施了《石
桥中学三年发展规划》，一年
来，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教师工
作室和学生社团工作开展地井
然有序。 (杜春坤)

关爱贫困学生 为弘扬中
华民族扶危济困的美德，加强对
贫困学生的帮扶工作，围绕“关
爱帮扶贫困学生”这一主题，沂
源县荆山路小学开展了系列教
育活动。(杨云云 王新刚 张雨)

家庭教育讲座 为让爱
的内涵更丰富，让爱的教育
方法更科学，近日，沂源县鲁
山路小学组织了以“和孩子
一起成长”为主题的家庭教
育讲座。 (杜贞艳)

劳动教育 沂源县第二
实验幼儿园坚持实施田园课
程，不断利用乡土资源、自然
资源对幼儿进行潜移默化的
教育，让幼儿从小热爱自然、
热爱劳动。 (杨子会)

安全教育活动 近日，沂
源县鲁阳小学开展了“消防安
全，从小做起”教育活动，强化
师生安全意识和火灾应急疏散
能力，提升学校消防疏散的组
织管理水平。 (崔大为)

快乐游戏 沂源县南麻街
道中心幼儿园在活动中为幼儿
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一物多玩的
游戏材料，激发幼儿的游戏兴
趣和探索欲望。 (孙瑞娟)

向国旗敬礼 为进一步推
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建设，近日，沂源三中在学
校广场举行“国旗在我心，向国
旗敬礼”活动。 (江秀德)

近日，张店二中召开了以
加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为主
题的班会。通过提问、交流的
方式使同学们能够认识到孝
敬父母、尊敬师长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要在日常行为中
做到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做
到从我做起。(刘洁 张继丹)

张店二中：

召开道德建设主题班会

张店区傅家实验小学：

为学生体检促健康成长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的身体
生长发育与健康状况，保障学生
身体健康，促进学校卫生工作持
续改进，近日，傅家实验小学开
展了为学生体检工作。学校及时
把体检结果反馈给家长，并健全
学生健康档案。 (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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