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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发布【杭州千岛湖啤
酒有限公司荣获两项殊荣】近日，

杭州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获评

“浙江省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及

“2016年度浙江省企业文化建设

优秀成果”荣誉称号。全省仅两

家企业同时获评以上两项荣誉，

该公司也成为我县唯一获得这两

项荣誉称号的企业。

点评：值得祝贺，企业文化是

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

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企业就没有坚

强的凝聚力、创造力和精神支柱。

所以应该加大企业文化和品牌文

化的建设力度，以先进文化铸就企

业长远健康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发展。

@千岛湖旅游: #悠游千岛
湖#【界首“七彩”玛璜村】红、橙、

黄、绿、青、蓝、紫……如果有小伙

伴在千汾线上经过的话，应该都

会被界首乡玛璜新村五颜六色的

房屋外立面所吸引。这个五彩斑

斓、宛若童话般的村庄，就像秀水

湖畔一颗璀璨的明珠，引人注目。

点评：村庄立面整治，提升了

乡村旅游休闲品位，为乡村游的

发展营造了商机。村庄立面整治

要因村制宜、突出特色，保护和传

承好传统村庄的文化符号。在整

治过程中，也要提高村民素质，提

升村民的生态环境意识以及文明

生活习惯，从而吸引城里人来休

闲游玩。

@平安淳安【从严治理】除
隐患、保平安，淳安警方开展集中

清查行动：日前，淳安警方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集中清查行动，重点

围绕流动人口及出租房屋管理、

消防安全隐患整治目标，对出租

房、娱乐场所、旅馆、酒店式公寓、

工地工棚等重点场所区域进行全

面排查。

点评：珍爱生命，勿忘安全。

面对安全隐患，我们不妨多些“杞

人忧天”。因为，不知哪一天，这

隐患就会变成灾难，这样的事情

我们知道得并不少。所以，每个

人都应该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切

实提高消防素质，进而影响家人、

朋友，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消防

意识。

记者 邵建来

望湖
讲解爱耳知识

近日，望湖社区开展了一场“防聋治聋，精

准服务”座谈会。社区请来明珠卫生服务站的

医护人员给大家讲解爱耳护耳知识，让居民了

解爱耳护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居民们热情参

与，认真听讲，时不时还做记录，居民们都觉得

听了这堂讲座受益匪浅。

通讯员 唐月琴

火炉尖
开展禁毒宣传

火炉尖社区近日开展了禁毒宣传活动，在

醒目位置悬挂“远离毒品，珍惜生命”的横幅，设

立禁毒宣传板报，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毒品的危

害。许多居民驻足观看，并参与讨论，从而提高

了居民的禁毒、拒毒、防毒意识。

通讯员 余美华

社区传真

有事找我

帮忙记者：方俊勇 周雅婷 邵建来 严月玲
帮忙热线：15988805666 64826778

市民胡女士：辞职后还没找
到新工作，社保停缴两个月了，但
医保卡里还有钱，医保卡还能用
吗？

帮忙记者严月玲：县社保工

作人员介绍，社保停缴后医保处

于封锁状态，这段时间医保卡是

用不了的，只有续缴后才能享受

医保待遇。要注意的是，社保连

续中断缴费三个月的，要连续缴

费满 6 个月后，才能享受医保待

遇。

社保停缴后医保还能用吗？

市民周先生：不小心把一本
结婚证撕坏了，如何补办？费用
是多少？

帮忙记者严月玲：县婚姻登

记处工作人员介绍，需携带夫妻

双方的户口簿、身份证和另一本

结婚证到婚姻登记处补办，夫妻

双方都要到场。补办结婚证是免

费的，但是拍照需要收取一定的

费用。

结婚证如何补办？

市民徐先生：2010年离职后
一直未就业，想要提取公积金，可
以委托我老婆来提取吗？

帮忙记者严月玲：杭州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淳安分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委托配偶代为办理的，

需携带离职证明、银行卡、双方的

身份证和结婚证。

可以委托他人提取公积金吗？

市民方女士：我想把自己的
车子卖掉，车牌可以一起卖给对
方吗？

帮忙记者严月玲：县车管所

工作人员介绍，车牌是不允许买卖

的。车子过户时，如果原车主连续

使用过户车辆的车牌号三年以上，

可以申请保留，继续使用该车牌。

卖车时可以卖车牌吗？

通讯员
···

徐素琴
···

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是党和政府健

全社会保障体系、提升民生福祉

水平的重要举措。那么，你对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了解多少？下面

一起来看看！

哪些人能参保？

有淳安县户籍，年满16周岁

（不含全日制在校学生），非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工作人

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有哪些？

1、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

每月150元；

2、个人账户养老金月计发

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

3、缴费年限养老金月计发

标准根据长缴多得的原则，按缴

费年限分段累加计发：缴费年限

为15年的，其月缴费年限养老金

为30元；缴费年限为16年以上

的，其缴费年限养老金在30元的

基础上，从第16年起，缴费年限

每增加1年，增发5元。

复员退伍的参保人员，军龄视

同缴费年限，并加发优待养老金。

4、参保人员死亡时，可享受

一次性丧葬补助费；一次性丧葬

补助费标准为参保人员死亡当月

本县基础养老金标准的20个月

金额。

需要缴费吗？

需要缴费。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是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险制

度，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

则，城乡居民必须参保缴费达到

法定期限，才能领取基本养老保

险待遇。

不参保、不缴费，年老能

领取待遇吗？

我县从2009年12月开始实

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2009年12月1日以前达到60周

岁及以上城乡居民都领到了养老

金，就是说不必缴费即可直接领取

基础养老金的老年人都领取了待

遇。2009年12月以后，如果城乡

居民不参保、不缴费，到60周岁时

就不能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参保缴费标准是多少？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

缴费。个人缴费标准分为每年

100元、500元、700元、900元、

1200元、1500元、2000元7个档

次，由参保人员自主选择档次缴

费，多缴多得。

政府给参保人补贴吗？

选择100元缴费档次的，每

人每年补贴30元；选择500元缴

费档次的，每人每年补贴80元；

选择700元缴费档次的，每人每

年补贴90元；选择900元缴费档

次的，每人每年补贴100元；选择

1200元缴费档次的，每人每年补

贴110元；选择1500元缴费档次

的，每人每年补贴120元；选择

2000元缴费档次的，每人每年补

贴130元。持有效期内《淳安县

困难家庭救助证》、二级及以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

政府按最低档次缴费标准的

50%给予补贴；二级及以上《中华

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县残联

再按最低档次缴费标准的50%

给予补贴。

参保人员享受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待遇的条件？

参保人员年满60周岁、累计

缴费满15年，未享受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离休、退休、

退职待遇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养老待遇。

这些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知识
你都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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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

邵建来
···

通讯员
···

陈燕
··

没有门牌号，快递哥送邮件投送无门；送煤

气的上门吃不准；亲朋好友上门造访不知该敲

谁家的门……门牌号虽小，但是没有它却能惹

来不少麻烦事。日前，千岛湖镇江滨社区在老

旧小区开展了楼、门牌集中摸牌核实工作，为建

设文明城市加把劲。

“要是缺失门牌号，随时来社区申报。”在走

访中，江滨社区工作人员分组分片一幢幢地排

摸，从一楼到顶楼，一个一个单元跑，就怕缺一

个门牌，详细记录楼幢标识牌，并上报民政部

门。

记者从县民政局了解到，随着城市建设的

加快，物流业的发展，楼门牌缺漏、破损等问题

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为进一步满

足群众需求，真正落实服务于民，去年10月份

至今，县民政局联合千岛湖镇政府启动了城区

老旧小区地名标牌整治提升工作。工作人员介

绍，主要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地名标牌缺失情况

调查，缺失情况报县民政局地名办后，由地名办

进行地址核实和地名标牌的制作及安装。

通过楼、门牌的集中清理整治，截至目前，

及时核实制作缺、漏、破、损以及其它不符合标

准的楼、门牌6000余块，涉及资金4万余元。

目前缺损门牌仍在安装中。

民政人员提醒，县民政局对地名标牌实行常

态化管理，各小区、住户发生幢牌、单元牌、门牌

等缺失、旧损的情况，均可向县民政局地名办提

出补装或更新的申请。

老旧小区门牌
将“统一着装”

见习记者
····

汪琛
··

3月3日上午，新北社

区联合某造型美发店开展

“爱在新北社区”公益剪发

服务活动。活动中，4名义

剪志愿者手法专业、动作

娴熟，不一会儿便剪好了

一个个干净利落的发型。

在工作人员和义剪志愿者

贴心的服务下，参与活动

的广大老年人纷纷对组织

和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

竖起了大拇指。前来理发

的市民李婆婆说：“理发的

小伙子真不错，学雷锋做

好事，今天好开心。”

陈和平是该造型美发

店的店长，他说，这是他们

应该做的，一来感恩社会，

二来传递爱心。新北社区

工作人员也表示：“此次公

益剪发志愿服务活动是新

北社区计划开展的众多志

愿服务活动之一。社区以

后还会经常举办这样的义

务活动，提高社区服务水

平，将惠民工作做好、做

实。”

温暖人心从“头”开始

百姓呼声

胡国诚
···

天津大悦城商场里，

两个孩子发生争执并打

闹，随后一个孩子不幸坠

落，父亲去拉拽时，怀中另

一个孩子也不幸坠楼。事

件发生后，引起了大家对

“在公共场所设施齐全达

标的情况下，如何界定责

任？”“家长是这起事故的

主体责任，是否要追究父

亲的法律责任？”等问题的

讨论。

让孩子隔着护栏玻璃

从四楼往下看，已经是危

险行为。而这个父亲居然

把孩子抱到栏杆上面趴着

看，而且一次抱两个。这

不是太自信，而是太无知，

太没有安全意识。虽然他

是整个事件最大的受害

者，但他同时也是这起惨

剧的直接酿造者。

儿童坠亡是件痛心的

事，任何人都不想发生。

但从中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是，家长应该切实承担起

监护儿童的责任。事故已

发生，不是追究谁责任的

问题，而是要通过这起事

故，让人们知道，责任无处

不在，安全最重要。

随 着 二 孩 政 策 的 落

实，父母带二孩、三孩出行

已是常态，父母们时刻要

记住，身边有孩子，安全第

一，时时都要注意留心生

活中那些存在的安全隐

患，不只是在公共场所，即

使是在家里，也要同样注

意，不可麻痹大意。

家长应切实负起安全监管责任

论坛热帖

会员“过来看看再看看”——

就要过“三八节”了，你准备怎么犒劳她？

每年的“三八”妇女节，都会

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说妇联

组织一些体检和活动，一些店面

的打折促销等等。其实对于现在

已经成为“半边天”的妇女们，最

亲的人就是自己的家人，我们男

同胞应该表达体贴、关爱。“三八

节”你怎么犒劳家里的她？

天下一家：平时对身边的女

性多些关心和呵护，天天都是“三

八节”。自觉包揽全部家务，陪着

去散散步，吃顿好的，给她一个难

忘的节日惊喜。

admin：作为母亲，平时为工

作、为家庭操劳辛劳，累并快乐

着。在这一年一度的“三八节”到

来之际，为双方的母亲送上一份

心意，给她们送上子女诚挚的问

候。祝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

过来看看再看看：她们一般

都很容易满足，只要互相尊重，坦

诚相待，在平淡的生活中能时时

感受到对方的一种关爱、呵护，就

觉得非常幸福。

会员“小灰灰”-——

为某些水果店点个赞

路过景秀的时候，看到一家

水果店门口，一堆甘蔗外壳整整

齐齐地堆放在一张废旧的硬纸板

上。再看看其他街道上的水果

店，真的是无语，门口都是邋里邋

遢的，甘蔗壳丢的到处都是。真

心为景秀小区的这家水果店点个

赞。希望其他水果店铺经营者都

能学习这家店铺，管好自己门口

的卫生。

水彩笔：不错哦，值得点赞。

南山大街路边甘蔗壳是最多的

了，非常不整洁，现在好像稍微好

点了。

一滴：水果店经营要注意卫生。

不二君：这样的商家值得点赞。

记者 周雅婷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