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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盼爱老食堂能有送餐服务
“辖区有了爱老幸福食堂后，老年人 （午餐）。需要就餐的老年人持身份证明
中午就餐方便多了。但有时儿女们中午 在助餐点登记，通过所在区域的社区居
不能回家，没办法给老人去打饭。如果 家养老服务平台领到就餐卡后，就可以
爱老食堂有送餐服务就好了。”近日，有 去爱老幸福食堂吃饭、打饭。每餐有 6
市民致电社区周报记者，反映爱老幸福 元、8 元、10 元三个标准供选择。
食堂解决了老人的午餐问题，但有时家
如何送餐还需商讨
里没有人给老人打饭，助餐点又没人给
送餐，他们想了解一下爱老幸福食堂以
从各区的爱老幸福食堂运营的情况
后会不会增加送餐服务。就此，记者分 来看，有送餐需求的老人并不多，即使有
别联系了四区民政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 一般也是家人或者保姆到助餐点打饭然
进行了了解。
后带回家给老人吃。由于助餐点工作人
员少，而且送餐也会产生一定的成本费
就餐老人可享受补贴
用，同时考虑到如果送餐收费一些老人
据了解，按照目前情况，爱老幸福食 是不是能够接受等问题，因此如何送餐
堂对 60 周岁以上低保、特困、低收入、重 的问题目前还正在商讨。在没有确定送
点优抚对象和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等 餐服务之前，各区倡导通过邻
困难老年人每人每天补助 3 元，80 周岁以 里互助、志愿者参与等方式，为
上高龄老人每人每天补助 2 元的标准提 一些确实无法行动的老人免费
供就餐（午餐）补贴，每人每天补贴一餐 送餐。

鼓励老年人自行就餐
一些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对于
辖区一些行动不便的孤寡老人，社区也
曾联系他们，如果他们有需要，社区工作
人员可以帮他们打饭送到家，可是这些
老人也许是吃惯自己做的饭了，感觉食
堂的饭菜油大吃不惯，或者受到自身经
济条件的限制，所以宁可在家凑合着吃
也不愿意吃食堂的饭。大多数老人还是
比较愿意自己去助餐处就餐，原因就是
多走动走动对身体有好处，再者大家一
起就餐有说有笑，吃完饭还能一起晒晒
太阳、聊聊家常，比一个人呆在家里强多
了。
记者 晓峰

记者调查

社区拍客
中 心 广 场 有 18
张西宁的“名片”。这
18 张“ 名 片 ”其 实 是
18 块 荣 誉 牌 ，有“ 全
国文明城市”
“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示范市”
“国家森林城
市”……这些荣誉是
我市广大市民同心协
力创建幸福城市、文
明城市的成果，在市
民心中每一块都是独
一无二的。它们来之
不易，也激励着我们
更加奋发向上，让西
宁的明天变得更美更
好。
微友 away 摄

“名片”

联合执法

拆除 112 个地锁

城北区紫桂苑小区是老旧小区，共有 4 栋楼
15 个单元，居住者 180 户居民，无物业。由于小区
没有门禁、门卫，外来人员和车辆都可以随意出
入，这使得周边不少找不到停车位或不愿意交停
车费的车主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刚开始的时
候，外来车辆还只是“抢占”地盘，只要还有停车位
就将车辆停放在院里，后来见没人管干脆就在院
内空地私自安装地锁，这样自己就有了固定免费
的停车位了！院内居民一看很是不平衡，担心停
车位越来越多地被外来车辆侵占，于是人人开始
装地锁，最终导致院内凡是可以停车的地方就有
地锁的存在。
但是满院子的地锁乱糟糟的看着着实令人闹
心，尤其是有孩子、老人的住户十分担心行走安全
问题，一旦不小心老人孩子被绊倒那可不是小
事。于是一些居民来到朝阳西社区，请求工作人
员一定想想办法，社区工作人员也就这个情况几
次三番到院内查看、摸底、入户走访。
经过工作人员的多日调查，院内一共有地锁、
地桩 112 个，其中 20%是外来人员安装的。社区很
快将这个情况上报至朝阳街道办事处，办事处领
导非常重视这个情况，做出了拆除小区地锁的决
定，
并进行了全面部署，
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6 日，街道办联合社区、出动执法人员 30 余
人，拿起钢钎、锤子等工具对该院内地锁进行了全
部拆除。
鉴于小区的实际情况，目前社区已经开始着
手协商物业进驻小区，同时准备申请为民办实事
经费给小区安装门禁系统，小区面貌将有更大改
观。
记者 楚楚

阳光家园
五一社区

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开始了
10 日，城东区 2019 年灵活就业社保
补贴已开始，不少辖区居民致电《社区
周报》，询问自己是否符合补贴条件以
及补贴标准等问题，记者就此咨询了城
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现将相关
政策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符合下列条件的实现灵活就业的
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
缴费后可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进行申
报。
条件：就业困难人员范围，距退休
不足五年登记失业人员（在社区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和灵活就业登记
的就业困难人员，女 1969 年-1974 年，
男 1964 年-1969 年；残疾人，持残疾证
并实现灵活就业的；城镇零就业家庭成
员，需零就业家庭认定表；城乡低保家
庭成员，持低保证并实现灵活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持毕业证书、学信网学历

验印表并实现灵活就业的；退役军人，
持退伍证并实现灵活就业的；创办领办
农牧民合作社的大中专毕业生，在公共
就业人员服务机构办理就业创业登记
的。
补贴标准：按照灵活就业人员实际
缴费的 70%给予补贴；
补贴期限：城乡低保家庭成员、残
疾人、零就业家庭、距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五年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的补贴不
超过 5 年，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补贴不
超过 2 年，大中专毕业生创办领办农牧
民合作社的不超过 3 年。
所需资料：
《就 业 失 业 登 记 证》或
《就业创业证》原件及复印件；当年养
老、医疗保险缴费凭证及复印件；本人
身份证、户口本复印件、小二寸照片 2
张、各类有效证件及复印件；；本人中国
银行卡与身份证复印于一张，并在复印

件备注姓名、卡号及联系方式。
备注：未经年审的《就业失业登记
证》、
《就业创业证》不予返还（当年办证
人员不参加年审）；享受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与居民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社保
人员返还年龄为 55 岁-60 岁的城乡居
民（需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灵活就业
社保补贴人员的户籍地与缴费地必须
一致方可享受社保补贴；对 2019 年新达
到符合享受灵活就业条件人员，仍出现
户籍地与参保地不一致现象的，当年可
按本规定给予申报，并告知次年必须实
现户籍地与参保地一致方可享受社保
补贴；凡是社保补贴享满五年者不再申
报。
记者楚楚

便民之窗

坐标：五一社区位于城东区五一路 23
号金吉华庭院内，东起共和北路，西至五一
路，北临滨河南路，南接七一路经下滨河
路；辖区占地面积约 0.78 平方公里，总户数
3968 户,总人口 9130 人。
社区亮点：激发社区活力 创造高品质
生活
负责人：
谢玉芳
服务电话：
8134046

富民路社区
坐标：富民路社区位于互助中路，东起
民和桥西，西至英德尔酒店东围墙，北达西
平高速公路以南，南邻湟水河北岸；辖区总
面积 1.4 平方公里，总户数 2475 户，总人口
4952 人。
社区亮点：
一切为群众着想
负责人：
范增伟
服务电话：
8087850

我身边的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