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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1 . 5亿 我省启动物价上涨联动机制
截至去年年底，累计给困难群众发放价格临时补贴23亿元

在济南创办小微企业

可享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生活日报首席记者 段婷婷
通讯员 张钰

记者从山东省发改委获悉，
为应对猪肉价格波动，今年4月份
以来，我省16市相继有14个市启
动了联动机制，向困难群众补贴
1 . 5亿元。据悉，我省从2008年开
始在全国率先建立实施了社会救
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
动机制，截至去年年底，已实际向
全省低收入困难群众累计发放价
格临时补贴约23亿元。

全省累计补贴超700万人次

记者从山东省发改委获悉，
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波动，及时
缓解老百姓特别是困难群体的生
活负担，今年4月份以来，我省16
市相继有14个市启动了联动机
制。省发展改革委已连续四个月
印发价格通报，要求达到启动条
件的市政府及时启动物价上涨联
动机制，认真测算好当地具体补
贴标准，确保及时、足额发放价格
临时补贴。

截至目前统计数据，全省累
计补贴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
优抚对象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人
员超过700万人次，补贴金额约
1 . 5亿元。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全力做好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民生商
品保供稳价工作，省发展改革委
将继续督促有关市及时启动联动
机制，如果今后食品价格涨幅继
续扩大，补贴金额也将相应提高，
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众的基本生
活。

补贴“按月计算、按月发放”

2008年，我省在全国率先建
立实施了物价上涨与提高困难群
众生活补贴和保障标准联动机
制，其后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和上

级有关部署，先后四次对相关政
策进行了调整修改。

联动机制建立以来，截至去
年年底，已实际向全省低收入困
难群众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约
23亿元，在缓解物价上涨影响、保
障困难群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目前执行的政策出台于2016
年9月，将我省联动机制保障对象
范围由“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
供养对象、优抚对象以及领取失
业保险金人员”，改为“城乡低保
对象、特困人员、优抚对象以及领
取失业保险金人员”。

不论是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

费用价格指数(SCPI)单月同比涨
幅达到5%，还是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中的食品价格单月同比
涨幅达到6%，只要满足其中一个
条件，就应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既增加了锚定
指数，还缩短了挂钩时限，联动机
制操作性更强，启动更加方便。其
中，青岛市实行无门槛启动，即
SCPI单月只要上涨就启动联动机
制。

价格临时补贴采取“按月计
算、按月发放”的办法，补贴数额
参照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
格指数(SCPI)上涨幅度确定，具
体标准由各设区市自行测算。

山大开学典礼上 护理学专业15名男生获赞
他们打破该专业清一色女生的局面，其中两人来自省实验

山大开学典礼上，五千余名新生共同歌唱《我和我的祖国》。 通讯员 张丹丹 摄

□生活日报记者 郭春雨

9月6日上午，山东大学济南中
心校区举行2019级本科生开学典
礼。樊丽明作为山东大学校长第三
次站上主讲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
5808名新生上了开学第一课。迎
新期间，漫步各个校区，了解新生
入学新生活，并在开学典礼上点
名，成为这位校长的惯例。在这特
殊的“开学第一课”上，樊丽明为
15名选择护理学专业的男同学点
赞。

“男护士”实现“0的突破”

“护理学院的黄启琛和崔方明
同学，你们与其他13名男同学的到
来，实现了学校护理学专业招生的
新突破，我为你们自主探索职业发
展道路、主动将个人追求和社会需
求相结合的选择点赞。”樊丽明现
场点赞了15名护理学院的新生。

记者了解到，一直以来，“男护
士”都特别紧缺，今年新生中，有15
名男生进入护理学院，比例超过
20%，而此前这一数字为0。其中，被
校长点赞的黄启琛和崔方明都来自
山东省实验中学，两人自小相识，关
系一直很好，但直到班级建群，两人
才知道彼此又成为大学同学以及室
友。梦想让他们选择了护理专业，缘

分让他们相遇在山东大学护理学
院。

“物理学院的张连川同学，你
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求学事迹
感动了很多人，在今后的学习工
作中，山大就是你最温暖的家，我
们都是你最坚实的依靠。”被樊丽
明点名的张连川六年级时患上突
发性肌肉营养不良，多年来由父
亲背着上学，今年以637分的成绩
被山东大学录取。除了开通入学
绿色通道，学校还特地为他改造
了宿舍，为他父亲提供了工作岗
位。

此外，现场被点名的还有15岁
的机械学院新生李鲜，虽然是个

“小大学生”，但是已经有了考研的
学业规划；30年前父亲在此读书的

“山大二代”经济学院新生任清
宇。每点到一个新生的名字，台下
便回以热烈的掌声。樊丽明希望
他们顺利开启人生的新征程，让
山东大学的精神和文化代代相传、
发扬光大。

十二字表达对新生的期望

山东大学新生的追梦路上，从
来不缺榜样的力量。在第一课上，
樊丽明列举了山东大学办学118年
来多位优秀校友，例如带领晶体材
料创新团队研究制备出多种国际

领先的功能晶体材料的蒋民华院
士，主持设计多个密码算法与系
统、解决国家密码重大需求中许多
关键问题的王小云院士……

“正心术、敦品行、明伦理、知大
体”是今年山东大学录取通知书中
的十二字箴言，樊丽明将其作为对
新生的期望。她说，在山东大学中心
校区有一座闻一多先生的雕像，她
希望同学们以闻一多先生这样的先
贤为榜样，始终坚守正念，恪守正
道，涵养正气，一步一个脚印，向着
诗和远方逐梦前行。

“欲成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
必先砥砺第一等品行。”樊丽明要求
新生，在大学阶段，要勤奋学习各种
知识，全面提升自身能力，弘扬奉献
精神。

大体就是大局。樊丽明说，学
生的大局就是要仰望星空、脚踏大
地、学好知识、打牢基础、增长才
干，努力使自己成为国家栋梁和社
会中坚，以己所学尽己所能，坚决
扛起时代责任，尽情绽放人生光
芒。她希望，大家在与时代、与国
家、与山大一起奋进中，绽放精彩，
实现梦想，成就人生。

在开学典礼上，伴随着悠扬的
旋律，由新生代表领唱的《我和我的
祖国》响彻典礼现场，同学们手中挥
舞着国旗，五千余名新生共同歌唱，
祝福祖国。

□生活日报记者 王红妮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
是富民之源。9月2日起，生活
日报每日一期，持续刊登职
业培训、就业援助、创业服
务、创业贷款、就业扶贫、职
业介绍等政策内容。

今天为您介绍小微企业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的相关政
策。

创业补贴类政策

一、政策名称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岗

位开发补贴
二、补贴范围
2013年10月1日以后注

册成立，吸纳登记失业人员
和 毕 业 年 度 高 校 毕 业 生
(不含创业者本人，下同 )
并与其签订 1年及以上期
限劳动合同，按月向招用
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低
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并
按规定为其缴纳职工社保
费的小微企业。

三、享受待遇
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

业岗位数量和每个岗位2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创业岗
位开发补贴。

四、办理地点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携

带材料向工商注册登记所在
地的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提交申请。

五、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一、政策名称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二、补贴范围
法定劳动年龄内的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返乡农民
工、就业困难人员、毕业5年
内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
在 本 市 创 办 小 微 企 业
( 2 0 18年1月1日以后登记
注 册 ) ，租 用 独 立 经 营 场
地，正常经营12个月以上，
创业者(法定代表人)在创
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
费，未享受相应的政府场
地租赁费用减免的，可申
请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法定劳动年龄内本市各
类人员及连续在济南市居住
6个月以上且在济南市参加
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外来
常住就业失业登记人员，在
本 市 新 注 册 个 体 工 商 户
(2018年1月1日以后登记注
册)，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可申请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三、享受待遇
小 微 企 业 每 年 补 贴

5 0 0 0元，采取先缴后补方
式，每年申请1次，补贴期限
最长不超过3年。同一创业
者注册多个小微企业的，只
能在一个企业申请，不重复
享受补贴。

个体工商户每年补贴
2000元，采取先缴后补方式，
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已
经享受过的不再重复。

四、办理地点
符合申领条件的小微企

业创业者，携带申请材料向
注册地街道(镇)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提出申请。符合申请
条件的个体工商户向孵化基
地所在的街道(镇)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五、办理时限
20个工作日
以上政策，详情请登录

“济南市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网站或拨打电话0531-
66605274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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