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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7日晚，当大家都在朋友圈里
分享“遇见雪”的喜悦心情时，市救助管
理站的工作人员正行驶在城区的大街
小巷，查看哪个角落里躲藏着瑟瑟发抖
的身影，这是他们一年来从未间断的巡
街工作。

2017 年全年，市救助管理站共救
助流浪乞讨人员604人次，其中未成年
人31人次，提供医疗服务72人次。通
过在全国率先提出“社会化寻亲”服务
理念，首创“互联网+寻亲”模式，充分
利用新媒体开展寻亲工作，帮助 65 名
长期滞留人员寻亲成功。全年护送返
乡 179 人次，护送返乡里程近 12 万公
里。落户安置 16 人，在全省率先完成
长期滞留人员“零滞站”的工作目标，寻
亲安置工作经验通过省民政厅简报下
发在全省推广……每项工作都体现着
市救助管理站的“救助速度”和“救助广
度”。

“互联网+寻亲”破解了
寻亲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
寻亲更精准覆盖面更广

2017年4月11日，市救助管理站将
所有滞留受助人员的信息进行整理后，
在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媒体平台进行
精准推送。短短 20 个小时，网络浏览
量达150万人次，全国范围内热线来电
近 100 通。寻亲团像“滚雪球”一样地
扩大，来自甘肃、广西、北京、青海、河
北、河南、湖北、四川等地的寻亲者都打
来电话核实，甚至有市民看到新闻后连
夜开车赶到站里亲自确认。经过对所
有寻亲线索的核实、比对，最终为8 名

滞站人员确认了身份信息，找到了家。
传统救助模式依靠的只是救助站

的单一力量，只能从受助人员身上入
手，导致工作战线漫长、成效慢。“互联
网+寻亲”成功破解了寻亲过程中的信
息不对称问题，带来了工作思路的转
换。同时，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
新媒体庞大的用户优势和精准的地域
推送，极大地提升了寻亲的成功率和精
准性。“互联网+寻亲”起到了突破地域
限制，实时更新，互联互通的效果，便于
寻亲家庭查找走失的家人，帮助滞留受
助人员早日回归家庭。

截至目前，市救助管理站开通的网
络寻亲途径有：全国救助管理系统寻亲
网、头条寻人、网络新闻媒体，微信公众
号、微信群、微信视频通话，微博，省级
媒体网络发布，本地媒体的寻人网等。
流浪乞讨人员入站后，性别、年龄、体貌
特征、照片、发现时间及救助情况等重
要信息，都会在第一时间上传系统，并
将信息同步推送至全国寻亲网、“今日
头条”、滨州网·寻人网、微信公众号等
寻亲平台。

“管用、易用、规范”的滨
州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模板成
形，未来将在全市推广

2017年8月15日，滨城区彩虹湖社
区海燕社工走进新光小区、庆丰小区
等，开展未成年人“快乐成长驿站”宣传

活动，并针对辖区内未成年人的需求，
提供专业的社工服务。

为响应《滨州市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工作实施意见》，贯彻市救助管理站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的政策方针，去年7月
份，经过公开招标，市救助管理站确定
了4家社工机构从事4个试点社区的救
助保护未成年人工作。而市救助管理
站也因此成为滨州市第一家通过公开
招标购买社工服务的机构。

遵照省厅救助保护未成年人的原
则精神，滨州民政部门分析研判滨州
关爱未成年人的需求痛点、帮扶难点，
有的放矢地研制可落地、管用有效的
地方标准。引入标准化管理咨询公
司，引入标准化管理专业理念，制定了
一系列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服务
标准》，如监护监督标准、托养服务标
准、替代照料标准等；《管理标准》，如
政府购买服务、档案管理、机构运行管
理等；《方法标准》，如风险评估标准、
家庭能力监护标准、发展需求评估标
准等。

为使本次试点工作更具代表性、可
复制性，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市
救助管理站确定了彩虹湖社区、利民社
区、逸夫小学和惠民县何坊街道福苑社
区作为试点社区。其中，彩虹湖社区和
利民社区是城镇社区，同时也是逸夫小
学的招生片区，便于学校社工和社区社
工协同对困境未成年人开展帮扶工作；
福苑社区是农村社区，重点针对农村留

守儿童开展社工帮扶。
目前，市救助站研发的“滨州市未

成年人社会保护信息系统”，已在四个
试点社区测试使用，将根据使用中出现
的问题对系统进行优化改进，成熟后在
全市推广使用。通过试点工作，将在全
市打造以市、县、乡三级未成年人服务
平台为基础，监测、预防、报告、转介、处
置等服务融入其中，逐步形成平台为
横、服务过程为纵，纵横交织，全面覆盖
的未成年人保护服务体系。

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爱心救助，借力媒体宣传扩
大寻亲影响力

市救助管理站充分发挥环卫工“扫
街”优势，借助出租车司机全天候辐射
广的优势，补充救助服务力量，使巡街
无死角，全面提升救助预警发现能力。
邀请社会志愿者参与“夏季送清凉”、

“寒冬送温暖”等救助活动，共同体验街
头巡查、劝导等救助工作。同时，扩大
护送返乡的公益力量，联合滨州和鑫实
业公司等汽车销售 4S 店加入“温暖回
家路”队伍，目前已护送6 名流浪乞讨
人员回家。

开展站校合作，市救助管理站联合
滨州学院成立实践教学基地，发挥学校
的人才、智力优势，实现资源共建共
享。截至目前，共联合滨州学院大学生
开展寻亲活动30余次，成功帮助5名长
期滞留人员确认了身份信息。同时，联
合“宝贝回家”公益组织，借助图像、视
频、音频等方式，识别地方口音，发动地
方志愿者，扩大寻亲力量和寻亲覆盖
面。

通过媒体联动，当前基本形成了以
市级媒体宣传为支撑，省级媒体助力报
道，辐射带动其他地域媒体参与的媒体
联动模式。重点打造滨州电视台、滨州
日报《社会暖灯》栏目，全新开辟滨州网
现场直播报道，积极向省电视台各栏目
推送新闻。其中，无名氏 78 和无名氏
95 的报道登上“2017 年今日头条的 10
个感人瞬间”，无名氏 86 寻亲、返乡工
作被山东、广州、四川电视台等媒体跟
踪报道，受到了广泛关注。2017年，市
救助管理站共有媒体报道 79 篇，其中
市级56篇，省级9篇，国家级以《中国社
会报》为主4篇，外省报道10篇。

市救助管理站：

去年共计救助流浪乞讨人员604人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张猛猛 通讯员 刘飞鹏 王茜茜

市救助管理站市救助管理站20172017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年救助流浪乞讨人员604604人次人次。。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猛
猛 通讯员 赵伟 报道）1月7日，双色球
1000 万元大奖花落沾化区百货大楼
37160701号投注站，这也是这家投注
站继2012年中出七乐彩102万元头奖
之后的又一喜讯。

1 月 8 日，投注站举行了隆重的
庆祝仪式。站主宋凯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热情招呼来道贺的彩友和居
民。41岁的宋凯经营这家投注站17
年了，平日里热情待客，并经常与彩
友们坐下来讨论开奖号码。彩友们
都说，“站主人特别热情，还很实在”。

平时没事的时候，宋凯也会研究
走势图，认真看专家讲解的购彩技
巧。时间长了，他对号码的感觉也越
来越好。经营17年来，宋凯也有了一
些经验和感悟：“不管是否中奖，中大
奖还是中小奖，能保持一颗平常心是
玩家的最好境界。没中奖不能气馁，
中奖了不能过于张扬，都要保持平常
心。”

市福彩中心主任助理、综合部部
长张希军介绍，近期滨州福彩大奖不
断：2017年12月26日，邹平彩民喜中
七乐彩一等奖 85.8 万元；1 月 1 日，

2018年全国首注彩票大奖七乐彩150
万元花落博兴湾头村；1月7日，滨州
再次爆出双色球一等奖，幸运彩友10
元中出1000万元大奖。

沾化彩民10元中出双色球头奖1000万元

无棣刮起智慧食疗热潮

日前，无棣县城中心街闫氏五谷
杂粮食疗店的员工在为客户配制食
疗产品。

食疗具有平衡膳食、四季补身

和正确引导人们健康保健意识等
作用。近年来，随着人民群众生活
水平的不断提高，无棣县各种智慧
食疗店应运而生，健康天然的食疗

和食疗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
崇。

（滨州日报/滨州网通讯员 高士
东 摄影）

近日，阳信县温店镇学区团委
负责人走进温店镇中学，为该校
60名品学兼优的入团积极分子上
了一堂生动的团课。

团课的主要内容是讲解党的

十九大报告，学习贯彻十九大精
神。课堂上，讲解联系实际，深入
浅出，学生认真听讲，踊跃回答问
题，现场气氛热烈。（滨州日报/滨
州网通讯员 赵希明 摄影）

上团课 学十九大精神

滨州日报/滨州网无棣讯（通
讯员 刘连坤 报道）“吃了咱这里的
牛肉就有牛劲儿，牛气冲天……”1
月7日，在无棣华兴渤海黑牛种业
股份有限公司，来自山东省体育训
练中心的优秀运动员们开玩笑地
说。

当天，省体育训练中心领导
带领第13届全运会女子马拉松游
泳冠军辛鑫、在全运会游泳赛场
勇夺 5 枚银牌的季新杰等一行 8
人，来到位于无棣县车王镇的华
兴渤海黑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养殖基地，近距离观看渤海黑牛
的生长状况，并召开了山东省体
育训练中心与无棣华兴渤海黑牛
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发展座谈

会。
据悉，为满足山东省运动员日

常训练的体能需要，确保运动员食
品安全，山东省体育训练中心与
无棣华兴渤海黑牛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签订了第
一次常年定向采购合同，随后连
续 3 年续签成功。渤海黑牛为我
国罕见的黑毛牛品种，被列为全
国八大名牛之一。无棣华兴渤海
黑牛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
渤海黑牛保种场，养殖、实验、化
验、研发等各功能齐全，牛舍面积
8800 平方米，集中养殖 800 多头，
与 5 个镇的 230 个养殖户合作实
现社会繁育 2040 头，形成了渤海
黑牛保护区。

全运会冠军走进车王
“看”渤海黑牛

站主宋凯领到市福彩中心颁发的奖金和奖牌站主宋凯领到市福彩中心颁发的奖金和奖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