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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菏泽市民政局做客
政务服务热线，接听群众来电，
解答相关问题，并从城乡低保
发放、扶贫兜底保障与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等方面
问题进行讲解。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获悉，为加快推进全
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
点工作，根据补助方案，最高可
获一次性运营补助100万元。

去年共发放

低保金4亿元

记者获悉，2019年，菏泽城
乡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
准再次提高。城市低保月保障
标准提高到了460元，农村低保
年保障标准提高到了4200元。
截至目前，全市共保障城市、农
村低保近16万人，发放低保金4
亿元。

据悉，2019年，全市城市
低保月保障标准提高到了460
元，人均月补差提高到275元；
农村低保年保障标准提高到
了4200元，人均月补差提高到
210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费标准提高到了598元/月/

人、5460元/年/人。
截至目前，全市共保障城

市低保6658户，1 . 1万人，发放
低保金4416万元；保障农村低
保10 . 6万户，14 . 8万人，发放
低保金3 . 65亿元。发放特困供
养资金2 . 35亿元，救助特困供
养人员42000余人，发放临时救
助金2796万元，救助急难群众
18500余人。

在加强养老服务业发展方
面，菏泽以全国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为契机，大力
发展社区养老服务事业，全市
新建示范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26个，规划打造综合性
老年人康复服务中心10处；推
进农村老年人相对集中居住试
点，规划建设养老周转房1838
套，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截至目前，全市建有养老机

构169家，设置养老床位3 . 5万
余张，建设日间照料中心200余
处，农村幸福院达1500余处，养
老服务条件明显改善。

出台兜底保障

工作实施意见

目前，菏泽脱贫工作已经
进入兜底保障最后攻坚阶段，
为了切实扎实兜底保障网，市
民政局提请市委、市政府下发
了《关于在脱贫攻坚三年行动
中切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的实
施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根
据菏泽脱贫攻坚工作实际，提
出了兜底保障的总体要求、主
要任务和保障措施，确保应保
对象“一个不漏”。

《意见》进一步完善了低保
标准自然增长机制，逐步提高

农村低保标准，确保农村低保
标准不低于省定扶贫标准，并
逐步缩小城乡低保差距。进一
步完善收入和财产认定标准。
以共同生活家庭成员收入、财
产为主要衡量指标，统筹考虑
家庭刚性支出、就业成本等。

全面加强低保动态管理，
定期开展低保信息与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信息比对，对收入、财
产符合低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落实应保尽保。实行“兜
底减退”，对于收入水平已超过
扶贫标准但仍低于低保标准
的，脱贫后继续享受低保政策，
做到“脱贫不脱保”。

建立实施容错纠错机制，
合理区分低保等兜底保障工作
中主观故意与客观偏差，划清
问责范围，保护基层救助经办
人员干事创业热情，帮助他们
大胆兜底、全力保障。

为做好兜底保障工作，市
民政部门将进一步排查“漏
保”。通过低保专项治理和民政
领域漠视侵害群众利益专项整
治。同时，将“漏保”排查做为一
项常态工作，建立长效机制，对
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随时发
现、随时纳入。

合性康复服务中心

最高可获100万补助

据悉，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联合出台了《菏泽市居家和社
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补助

项目实施方案》，明确对面积
1000平方米以上的示范性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给予30
万～100万元一次性运营补助；
对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给予3～5
万元一次性运营补助；对面积不
少于1500平方米综合性康复服
务中心，给予50～100万元的一
次性运营补助；对社会化运营并
连锁运营5处以上农村幸福院的
中心敬老院，给予30万元一次性
运营补助；对连锁运营5处以上
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站的社会
组织、机构或企业，给予每处2
万元一次性运营补助。

此外，为推进全市养老服
务业发展，自2014年开始，对新
建养老床位不少于100张，符合
资质条件的养老机构，按核定
床位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在
省级每张床位补助6500元的基
础上，市级再补助1700元，租赁
用房且租用期5年以上，达到前
述条件的养老机构，按核定床
位在省级每张床位补助3000元
的基础上，市级再给予700元的
一次性改造补助。

对护理型养老机构，在
现行养老机构建设补助标准基
础上，省财政将新建、改扩建护
理型养老机构建设补助标准提
高20%。从2016年开始，对新建
床位不少于50张，符合资质条
件的新建(扩)、改建护理型养
老机构，市财政每个床位一次
性补助2000元和900元。

菏泽市民政局做客政务服务热线：

支支持持居居家家和和社社区区养养老老服服务务，，最最高高补补助助110000万万

天华集团金通物业：

““服服务务品品牌牌””亮亮起起来来 ““红红色色物物业业””强强起起来来

提升物业服务

打造亮丽品牌

菏泽金通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5年，是由菏泽天
华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组建的一家具有物业管理一级
资质的专业物业服务公司，是
国家AAA级信用企业。服务于
金都华庭、金都华府、天华领秀
城等12个项目，面积300余万平
方米，服务于2万余户家庭，遍
布市、县、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
黄金地段。公司坚持以诚信为
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业主为
中心、以服务为宗旨的品牌发
展战略，奉献社会，服务群众，
创建幸福、宜居生活。

金通物业员工的一言一行
都在践行“精细管理，精细服
务”。项目经理仝杰兢兢业业工
作八年，他深知小区居住品质
对于业主的重要性，他一直保
持着近乎于“挑剔”的认真，主
动发现并解决问题：在楼栋电
动车停放区安装充电桩，主动
提出规划建设小区公厕，首次

在小区内举办春节联欢会，率
先给小区绿植进行挂牌等，细
微之处见真情，他将业主当家
人。他从工作4年的金都华府调
到长城公馆，业主们得知消息，
纷纷表示挽留和不舍，将意见
书交到集团总部。

“凡是业主的事情一定马
上去办。”——— 成为对金通物业
服务人员的要求。长城公馆项
目戚师傅为不影响业主的正常
通行，在小区处理柏油路面污
染时，一颗石子飞溅出来，鲜血
瞬间流满了他的额头，到医院
后医生要求缝针并输液，但戚
师傅一心惦念着还未做完的工
作，就让医生简单地做了包扎
处理，带上安全帽继续工作，直
到路面恢复，此时包扎的纱布
被鲜血和汗水所浸透。物业人
员关心独居老人的平安健康，
随时注意老人的身体状况，及
时提供生活帮助。金都华府41
#楼住着一对老年夫妻，老太
太有次在小区散步时突然晕倒
在地，工作人员立即开车将老
人送到医院，并在第一时间通
知老人子女,陪伴安抚老人，办

理入院手续。老人平安出院后，
他们还不定期上门走访，业主
们赞不绝口。

公司所管辖的小区多数都
设有楼宇管家，每名楼宇管家
分管300户业主，并建立了微信
群，对于业主反馈的问题，楼宇
管家及时回复。同时，还每月进
行入户拜访，进行满意度调查，
一年内都每家能入户拜访两
次，有问题及时解决。“情系业
主、温暖人心”字样的锦旗，是
对金通物业及时、高效服务的
充分肯定。有付出就有回报，金
通物业荣获“全省物业服务行
业文明创建标兵企业”称号，所
属金都华府等小区先后荣获

“山东省物业管理优秀住宅小
区”、“全省物业管理优秀项
目”、“省级花园式小区”等称
号。

坚持党建引领

创建“红色物业”

去年以来，天华集团专门
投入10万元，建立完善了基层
党建设施。同时，利用办公楼、

会议室等场所，打造党员活动
中心、党建文化长廊等，营造浓
厚的党建文化氛围。公司先后
组织开展社区留守儿童家庭及
困难退伍老军人家庭等慰问、

“党建引领 幸福家园”主题红
歌晚会及“打造红色物业 共
建和谐小区”主题晚会等活动，
并先后在牡丹万象城小区、金
都华府小区、天华新天地等小
区揭牌成立小区党支部，制定
了“党支部书记每周五接待日”
管理办法，通过面对面接待、电
话和信箱的接待方式，及时解
决群众反应的问题和意见，拉
近了物业与业主的关系。“红色
物业”创建得到市区两级党委
的高度评价。

集团积极创新“党建引领
+志愿服务”机制，强化党组织
在小区服务中的主导作用，结
合每月“主题党日”、“学雷锋活
动日”、“七一”、国庆节、每周一
升国旗仪式、“党建问答牌”等，
以党组织的真情服务促进“红
色物业”的全民参与和同频共
振。组织各小区党员到小区“双
报到”，开展共筑共建和“亮身

份、做表率”，以“一名党员一面
旗、党员先锋在小区”作为服务
宗旨，为小区群众解决各类困
难，将物业服务与扶弱帮困、小
区治理等工作深度融合。

走进金都华庭小区，首先
会被干净整洁的地面、整齐明
亮的路灯、各式各样的健身设
备所吸引，在小区公园内，中国
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宣
传标语，已成为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而在小区公园内，不少树
木上都系着“XX认领”的标识。
据了解，小区实施了树木认领，
以增加业主的参与感，目前10
余棵树木进行了认领，后期还
要再扩大，通过树木认领，业主
不仅对认领的树木照顾，还提
醒家人、邻居爱护树木，让他们
真正感觉到“小区是我家”。

物业服务与城市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天华集团金通物业
作为菏泽市行业排头兵，将继
续开拓创新、不断进取，全面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规范提升
物业服务水平，为打造菏泽特
色基层党建新品牌，争创国家
级文明城市贡献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德领

2019年以来，天华集团精心打造物业服务的亮丽品牌，培养富有激情、勇于创新的优秀团队，发扬“好房子、
好物业、好邻居”的专业品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体系。旗下菏泽金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秉承“金通品质、专注服务”的企业精神，坚持把党建融入生产经营，扎实深入开展红色品牌创建，全面提升金通
物业的品牌竞争力，为企业发展凝聚正能量，为集团改革发展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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