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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声明：本报部分未署名稿图 ,请

原作者与本报联系稿费事宜。

记者从1月10日召开的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山东将调整
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居民
基础养老金标准，努力形成兼
顾公平与效率、企业与机关事
业单位相统一的调整机制。这
意味着，退休人员待遇今年将
会继续上涨，居民基础养老金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0元。

据悉，山东深入实施全民
参保登记计划，基本实现社会
保障人员全覆盖，截至2017年11
月，全省职工养老、职工医疗、
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2652 . 6万人、2006 . 8万人、
1264 . 2万人、1531 . 8万人、1178 . 9
万人，均居全国第2位。社保基
金规模稳步扩大，基金累计结
余4489 . 9亿元。

会议部署，健全与中央调
剂办法相衔接的企业养老保险
省级调剂制度，有序做好全国统
筹的衔接准备工作。深化机关事
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
实现按新制度计发养老待遇。完
善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推行
基金市级统收统支。

制定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
案，大力实施复合式支付方式。
今年我省将完善职工、居民大
病保险制度，扩大职工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实施范围，完善职
工生育保险制度。启动工伤保
险基金省级统筹，全面推进工
伤预防。推行居民养老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统一征缴，提高参
保续保率。

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以农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

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新
兴业态从业人员为重点，加快
实现社会保障法定人员全覆
盖，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对未参
保人员和“断保”人员进行精确
分类，精准制定措施，及时将其
纳入相应社会保险。

健全待遇调整和发放机
制。调整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
遇和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努
力形成兼顾公平与效率、企业
与机关事业单位相统一的调整
机制。完善居民医保政策，健全
居民门诊保障制度，建立筹资
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工伤保险
待遇调整确定机制。实施社保
精准扶贫攻坚，落实养老、医保
和大病保险扶贫倾斜政策，实
现社保扶贫的动态全覆盖。

据大众网

我省养老金今年继续涨

济南公交168路和梁二村至
凤凰路工业北路临时摆渡线
路停运

为方便孙村新区居民的出
行，济南公交于2013年12月开通
168路，线路自开通后客运量一直
较小。随着近期K176路（唐冶公
交枢纽-济南国际鲜花港）的开
通，168路线路服务功能逐步被
K176路替代，通过近期客流跟踪
来看，线路客运量明显下降，不
具备对线路运营的支撑条件。本
着集约合理利用社会资源的原
则，计划于2018年1月7日起停止
168路的运行。

为配合济南新东站建设，结
合周边片区拆迁改造进度，为方
便片区市民的出行，济南公交于
2016年4月开通梁二村至凤凰路工
业北路的临时摆渡线路。目前新
东站片区拆迁改造已基本结束，
通过近期客流跟踪来看，线路客
运量明显下降，不具备对线路运
营的支撑条件。本着集约合理利
用社会资源的原则，计划于2018年
1月7日起停止梁二村至凤凰路工
业北路的临时摆渡线路的运行。

身边

历山艺享汇－相声大会
时间：1月12日19：30
地点：历山剧院二楼小剧场
票价：60元

京剧《挡马》《大保国》
时间：1月12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剧院
票价：20-50元

新年音乐会《维也纳莫扎特
弦乐四重奏室内乐音乐会
时间：1月12日19：30
地点：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
票价：20-180元

再现十亿个掌声———
邓丽君经典金曲演唱会
时间：1月12日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120-880元

群英荟萃迎春京剧盛典
时间：1月12日19：30
地点：山东会堂
票价：380-1680元

多媒体儿童互动魔幻音乐
剧《洛克王国之魔法学院》
时间：1月13日10：00、15：00
地点：济南青少年叮咚剧院
票价：50-80元

儿童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时间：1月13日10：00、15：00
地点：都市实验剧场-JN150剧场
票价：80-100元

儿童剧《坏牙国历险记》
时间：1月13日10：00、14：0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30-70元

经典童话剧———
灰姑娘·水晶鞋
时间：1月13日、14日10：00
地点：济南儿童艺术剧院宝贝
剧场
票价：50-90元

京剧《红鬃烈马》
时间：1月13日19：15
地点：济南北洋大剧院
票价：20-50元

中国民族打击乐名家名曲
音乐会
时间：1月14日19：30
地点：山东剧院
票价：120-380元

济南方言话剧《泉城人家》
时间：1月15日-19日19：15
地点：北洋大戏院
票价：20-50元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
《江湖学院》
时间：1月13日19：30
地点：烟台大剧院
票价：180-680元

《圆梦恐龙岛》
时间：1月16日19：30
地点：潍坊大剧院
票价：50-150元

春夏秋冬·桃花源———
丁雪儿古筝独奏音乐会
(1米以下儿童谢绝入场）
时间：1月18日19：30
地点：潍坊音乐厅
票价：30-100元

亲子互动儿童剧
《圆梦恐龙岛》
时间：1月14日19：30
地点：威海大剧院
票价：50-180元

文化共享工程
电影《战狼2》(国产)
时间：1月14日9：00
地点：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中心（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
楼北侧）

《魏晋丹道与修仙长生》
时间：1月14日14：15
地点：山东省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中心（山东省图书馆总馆二
楼北侧）

《传习录》讲读课（三十一）
时间：1月13日14:30-16:3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
遐园·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孟子》精讲（五十）
时间：1月14日9:30-11: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国学分馆
遐园·国学讲堂（明湖路275号）

告诉你一个不一样的美国
——— 美国之行的见闻与
思考
时间：2018年1月13日上午9:30
地点：济南市图书馆新馆负一
层小报告厅

第三届山东省青年美术大
展(双年展)
时间：1月6日-21日
地点：山东美术馆三楼

山东省属事业单位招聘
招聘人数：437人
报名时间：1月12日9:00

—1月16日16:00
报名方法：登录山东人事考试信
息网(www.rsks.sdhrss.gov.cn)进行
报名。

2018山东特检集团招聘
招聘人数：60人
报名时间：截止至1月21日
咨询电话：0531-81903782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招聘
招聘人数：85人
报名时间：截止至2018年2月10日
17:00
报名方式：
(1)将报名材料以电子邮件附件形
式发送至qfsyyzp@126 .com；
(2)邮寄和现场投递。地址：山东济
南经十路16766号省千医办公楼
305室人事处(收)，邮编：250014。

威海市事业单位招聘
招聘人数：1904人
报名时间：1月12日9:00

—1月16日16:00
报名方法：威海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网站。

从 省 征
兵 办 公 室 获 悉 ，

2 0 1 8 年 度 全 省 兵 役
登记工作自1月1 0日全面

展开。
《兵役法》规定，每年12

月31日以前年满17岁未满18
岁的男性高中 (含中专、职
高、技校)毕业生，本人自愿

应征的，应当在当年6月30日
以前，按照县级兵役机关的
安排进行兵役登记。今年年
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2000年
出生)，要按照规定登录全国
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

省征兵办公室提醒广大
适龄青年，完成兵役登记并
不代表已经报名参军。兵役

登记时可申请应征报名，也
可申请暂缓应征。今年有意
愿参军入伍的青年，在完成
兵役登记后，要继续在全国
征兵网完成“应征报名”的相
关操作。往年已参加过兵役
登记的，可登录网站对个人
登记信息进行核验更新并申
请今年应征报名。

兵役登记时间：1月10日至6月30日

应征报名时间：1月10日至8月5日

（依法参加兵役登记是法律赋予
每名适龄青年的权利和义务。公民有
拒绝、逃避兵役登记等行为的 ,由县级

人民政府强制其履行兵役义务 ,并可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和处以罚款；机关、
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依法组织或督促本单位适龄公民参

加兵役登记。据悉,2017年度全省有22名青年因拒绝、逃避兵役义务受到严
肃处理。） 据《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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