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登：民政“红利”绘就幸福底色
“十三五”期间，文登区积极

推进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
理、基本社会服务等各项民政事
业改革发展，以民政“红利”绘就
百姓幸福底色。

“十三五”期间，文登区社会
救助水平不断提高，低保纳入门
槛持续降低，赡养费计算额度降
至全省最低，最大力度救助困难
群众家庭和大病重残群体，疫情
期间暂停低保退出，疫情结束后
低保渐退期延至6个月。社会救助
标准稳步提升，城乡低保标准由
2015年每人每月500元、292元，提
高至2020年每人每月787元、588
元；城乡特困保障标准由2015年
每人每月458元、300元提高至
2020年每人每月900元、690元。社
会救助网络不断健全，完善区、
镇、村三级社会救助网，成立了社

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依托社会

救助综合信息平台，开展多部门

联网核对，实施精准认定、精准救

助。社会救助能力不断提升，社会

救助审批权下放至镇街，在每个

镇街设立临时救助备用金，及时

解决困难群众急难事项。文登区

在全市首创低保重度精神病人集

中收治模式，实现“救助一个人，

解放一个家庭”。全面开展由政府

购买专业机构服务，为分散特困

供养对象提供助餐、助洁、助医等

多样化服务，提升困难群众幸福

指数。

社会福利体系更加健全，“十

三五”期间，文登区各类养老机构

达49家，基本满足全区老人的养

老需求，建设了11家医养结合养

老机构和11个居家养老服务组

织，累计建成城市社区日间照料

中心43处、农村幸福院73处。建设

社区食堂5处，幸福餐桌49处，解

决了老年人“一餐热饭”的难题。

困境儿童和残疾人福利保障水平

实现新提升，集中供养孤儿基本

生活费标准由2015年的每人每月

1200元提至1760元、散居孤儿由

1000元提至1400元、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参照散居孤儿待遇予以保

障，重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提

至每人每月980元。将困难残疾人

一、二级生活补贴标准提至每人

每月140元，三、四级生活补贴标

准提至每人每月113元，重度残疾

人一级护理补贴标准提至每人每

月135元，二级护理补贴标准提至

每人每月115元，截至2020年12
月，共保障困难残疾人保障2728

人，重度残疾人6455人。

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明显，全

面加强城乡社区治理，积极探索

搭建协商议事平台、完善居民决

策机制，文登区建立了15个村级

示范点，城市社区调整为26个。

全面加强社区服务能力，配备社

区专职工作者125人。开展“精致

幸福社区”创建活动，4个社区被

评为示范社区。打造信用“进社

区”市级示范点4个，区级示范点

7个。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文登区

社会组织登记总量达到295个，

区、镇街、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综

合服务平台和服务场所无缝覆

盖，鼓励开展公益创投，支持社

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培育发展

社区社会组织，创建“党建带社、

以社管社、社社共建”培育发展

模式，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
数量居全市首位。14人获评“威
海和谐使者”，4人入选“齐鲁和
谐使者”。

社会事务服务管理日益规
范，深化殡葬改革，积极倡导节地
生态安葬，基本殡葬服务费免除
对象全覆盖，免除项目扩大到8
个。文登区在全市率先完成镇村
两级殡葬设施布局建设规划，镇
村两级全部建有公益性公墓。婚
姻登记更加便捷，婚姻登记“市域
通办”。推进地名规范化建设和地
名成果转化，完成第二次全国地
名普查，对24个住宅小区进行了
命名，编撰出版《文登地名志》，建
设“文登地名档案管理信息系
统”，实现地名图文数字化管理，
进一步提升了地名档案管理水
平。 (张骞 孙海燕)

文登：民生为本 人才优先

“十三五”时期，文登区坚持
以“民生为本、人才优先”为主线，
着力推进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创新发展，圆满完成“十三五”
各项目标任务，社会保障水平全
面提升。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积极扩
大和稳定就业。全面落实就业创
业扶持政策，“十三五”期间，文登
区累计发放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
业社保补贴3070万元，企业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1272万
元。城镇新增就业每年都保持在
6000人以上，登记失业率一直保
持在全省较低水平。城镇新增就
业累计超过3 . 26万人。全区技能
人才总量稳步增长、结构不断改
善，目前技能人才总量达6万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2万人。深入实施

“创业文登十百千计划”，建成省
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园区)2家，
市级以上创业孵化基地4家，入驻
创业实体500多家。积极开展就业
服务，累计举办招聘活动240场
次，为3200多家用人单位发布岗
位需求9万多个，达成就业意向
2 . 1万人次。重点群体就业更加
稳定，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持
续稳定在90%以上。失业保障体

系进一步健全，实施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累计返还资金2480
万元，将失业保险金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1719元，是全省最高档
次。

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保障体
系不断完善。文登区社会保险实
现市级统筹，企业养老保险、工伤
保险省级统筹稳步推进。大力实
施全民参保计划，努力实现应保
尽保。全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失
业保险、工伤保险人数分别达到
48 . 8万人、9 . 4万人、9 . 6万人，户
籍适龄人口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达到98%。企业退休人员、机关事
业单位人员基本养老金连续调
增，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
低标准高出全省水平，为4755名
贫困人员足额发放居民养老待
遇。强化社保基金支撑能力，年均
减轻企业缴费负担超过3600万
元。疫情期间，为全区4016家企业
减免阶段性养老保险费4亿元。在
全市率先启动社会保险“5A”政
务服务模式试点，构建起社会保
障“数字公共服务体系”，经办服
务水平进一步优化。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
和谐劳动关系。文登区发挥劳动

关系三方协调机制作用，实现企
业健康发展与职工权益保障的良
性互动。强化农民工工资支付监
管平台应用，建立健全劳动保障
社会信用体系。开展根治欠薪、清
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等专项
检查行动，全力保障职工合法权
益。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人民调解、仲裁调
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工作机
制，争议处理效能进一步提升。

深化“一次办好”改革，逐步
构建区、镇、村三位一体的公共服
务体系，让城乡居民享受“无差别
人社服务”。文登区构建“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服务新机制，精简办事材料
60%，形成141项《一次办好清
单》，办事效率提高50%以上。加
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规范化建
设，对15个镇街基层平台软硬件
设施升级更新，社保登记、劳动用
工备案等91项业务下沉镇街办
理，个人求职登记、待遇领取资格
认证等9项业务下沉社区办理。积
极推行不见面服务，稳岗补贴、失
业金申领业务实现网上办理，公
共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李宁 王开杰)

施工路段引拥堵 交警全力保畅通

因文登城区横山路附近正在施工，加剧
辖区道路通行压力，造成部分路段拥堵。1月
19日上午，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安
排部署警力，全力疏导施工路段，确保城区道
路畅通。

结合施工路段的实际情况，民警加大对
重点路段的巡逻力度，严查占道行驶、逆向行
驶、乱停乱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交通
堵塞隐患。在横山路施工路段执勤民警定岗
指挥过往车辆有序通行，并通过摆放提示牌
和喊话等形式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确保
施工路段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同时，交警支队七大队民警在施工现场
对工程负责人、施工运输车辆及施工作业人
员进行安全宣传教育，督促施工人员在施工
路段等醒目位置张挂交通安全宣传标语和交
通安全防护提示。积极引导施工人员树立文
明交通安全意识，时刻紧绷安全弦，不断加强
自我防护能力。 (张骞 王洪伟)

交警协助农机部门 界石大集联合执法
为强化普及交通意识，1月

20日，威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七大队协助农机部门，在文登
区界石大集进行联合执法，加
强安全教育。

当日上午9时，民警在界石
大集协助农机部门联合执法，

针对部分手扶车、农用三轮车
司机违规载人行为，重点对车
主进行批评教育。考虑到部分
农用车车主交通安全意识淡
薄，农机无牌无证现象时有发
生，民警认真对车主讲解交通
管制的重要性，充分保证其在

理解农机挂牌意义的情况下，
自发协助交警工作。

经过七大队与农机部门的
通力合作，本次联合执法强化
了市民的交通意识，规范了驾
驶行为，对今后交通安全起到
推动作用。 (李桠男 于文浩)

文登区成功争取

2130吨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
1月13日，文登区发改局向文登区农产品加工企业发放2021年

首批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证。今年，文登区发改局为农产品加工企
业成功争取玉米进口关税配额2130吨，预计将为企业节约原料支
出成本近300万元。

为使进口关税配额惠及更多企业，文登区发改局积极开展农
产品进口关税配额争取工作，首先对农产品生产和加工企业进行
了摸底调查，加强信息政策引导和对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对
符合国家规定的企业及时上报，确保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争取的
成功率，同时指导企业把握好市场行情，合理安排进口节奏，减少
进口交易成本和风险。

此次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的成功争取，对提高文登区农产品
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促进转型升级、提升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吕昭君)

第二届“文登工匠”名单出炉
近日，文登区下发了关于表彰第二届“文登工匠”的决定，授予

黄道兴等20名同志第二届“文登工匠”荣誉称号。
此次获评的20名“文登工匠”，均来自文登区先进制造企业、现

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基层一线的操作岗位
职工群体，他们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勤奋工作，善于攻
坚，每人都具有在各自领域的绝招绝活，为文登的建设和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

根据文登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工业转型
发展的意见》规定，文登工匠每两年评选一次，文登区政府一次性
奖励个人一万元。 (王英娜)

文登区重度残疾人居民医疗保险补贴

(一)政策依据 《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四部门
关于特殊困难群体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政府补助有关
问题的通知》(威人社发〔2014〕45号)。

(二)补贴对象及标准 补贴对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第二代)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残疾人。

补贴标准：重度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对其个
人缴费部分，按照最低档次由文登区财政予以全额补助。

(三)办理流程 文登区重度残疾人在集中缴费期内自行
选择选择缴费档次缴费(政府补贴最低档次)，持缴费凭证到
户口所在地居委会提出申请，居委会报送镇、街、金山管委残
联审核，审核后报文登区残联。

(四)承办部门和联系电话 文登区各镇、街、金山管委残
联，文登区残联教育就业部电话：0631-6083031

文登区残疾人联合会

文登区重度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

(一)政策依据 《关于重度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有关问题的通知》(威残联〔2017〕54号)。

(二)救助对象及标准 补贴对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第二代)且残疾等级为一、二级残疾人。

补贴标准：重度残疾人参加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由文登区
政府按照最低缴费标准全额代缴养老保险费。

(三)办理流程 文登区残联于每年1月底前将符合补助条
件的重度残疾人名单交文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当年
新增人员名单按月报文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行核定，将符合条件需要代缴
保险费人员名单反馈文登区财政和残联部门。

文登区财政部门依据文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供
的数据和相关情况拨付政府补助资金，文登区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及时将政府补助资金落实到重度残疾人个人账户。

(四)承办部门和联系电话 文登区残联教育就业部电话：
0631-608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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