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式电价听证会5月上旬召开
19人参加听证会，其中8名为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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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昨发布公告称，拟于5月上旬组织召
开本市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式电价听
证会。报名者今起至4月14日可通过信函
及网上方式报名参加此次听证会。

根据公告，本次听证参加人由下列人
员构成：消费者8名，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
委员1名，市总工会1名，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1名，市电力行业协会1名，政府部门3
名，专家学者2名，经营者1名，共计19名。

消费者参加人通过自愿报名、随机选
取的方式产生，委托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消保委）受理报名
和随机选取确定人选；当报名人数不足8

名时，委托市消保委推荐产生。专家学者
参加人由有关专业协会推荐。其他参加人
分别由所在单位推荐产生。

报名的消费者需年满18周岁，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能够就听证事项客观发
表意见、阐明理由，并能按时全程参加会
议，遵守听证会纪律，并同意公开必要的
个人信息（ 在第2次公告中，需要公布姓
名、性别、年龄、身份职业、居住地区等），
且是上海市电力居民用户。

报名者请按要求如实提供姓名、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工作单位、身份
证号码、居住地址、联系电话等个人信息。
具体可选择以下两种报名方式：

4月10日至4月14日（ 以收到时间为
准），通过信函方式报名。为确认报名者有
效身份信息，请随信附寄身份证复印件，
并在信封上注明“ 价格听证”字样。邮寄
地址：上海市大木桥路1号市消费者权益
保护委员会（ 邮编：200032）。

4月10日上午9时至4月14日下午17
时，通过市消保委网站报名（ 网址：www.
315.sh.cn；邮箱：spccri! yahoo.com.cn）。请
随电子邮件发送身份证扫描件，或通过信
件邮寄至市消保委（ 地址同上）。

本次听证会设消费者替补3名。另设
旁听席，旁听人员5名。委托市消保委在受
理听证会参加人报名的同时产生。

补贴标准
全年补贴金额最高6300元

即日起，凡具有上海静安区户籍，且
持有《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的退休人
员，如患规定范围内的重大疾病住院的，
即可享受护工费补贴。据悉，重大疾病包
括：一是各类恶性肿瘤，二是重症尿毒症，
三是肾移植后抗排异治疗，四是精神分裂
症、抑郁症（ 中、重度）、躁狂症、强迫症、
精神发育迟缓伴发精神障碍、癫痫伴发精
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

补贴标准为：独生子女父母患重大疾
病住院期间（ 2012年1月1日起），可申请
享受每人每天护工费补贴70元，全年补贴
天数累计最多不超过90天，补贴金额最高
不超过6300元（ 全年住院不满90天的按实
际住院天数计算；全年住院超过90天的按
90天计算）。住院天数以出院小结或出院
单等相关凭据为准。

根据流程，居民到户籍地社区
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服务站提出
申请后，由社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综
合服务站初审（ " 个工作日），经
社区（ 街道）复审（ " 个工作日），
最终由区人口计生委终审（ # $ 个工作
日）。护工费补贴转账入申请人银行账号。

静安计生委
70元是按照市场行情来定价的

“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实施30年了，这
些父母已经进入老年期或者退休。如果他
们生了符合医保认可的大重病。如果这个
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要做到全天候的护
理，是比较困难的，有点力不从心。对于响
应国家独生子女政策号召的‘ 独一代’父
母，政府如何反哺他们，是我们推进这项
政府实事项目的初衷。”静安区计生委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消息公布第一天，他们已经接到了很
多咨询电话。这位负责人指出，按照规定，
并非什么病都可以。必须是符合医保认可
的大重病才行。

“ 推出这个项目的初衷，并非从经济
上考虑。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慰藉，说明政
府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作为独生子女而
言，有的已上有老，下有小。无法完全把精
力用来照顾父母。”该负责人指出，只要是
今年1月1日以后发生的住院，符合标准
的，都可以根据出院小结、医生证明、住院
时间、户籍证明、独生子女证等累计计算
补贴。“ 目前，我们已经有近10位符合条件
的对象了。”

“ 这是我们关心百姓，从民生的角度
出发关爱特殊群体的探索。其实我们现在
心里也没底。到底全区多少家庭符合这种
情况。”这位负责人还介绍说，每天70元的
护工费，是他们调研后了解到的医院里的
平均价格。如果是特殊病房，护工费可能

会提高，他们只能满足大众化的护理价
位。

网友热议
希望更多区县也能有类似“ 福利”

这则消息经过“ 上海发布”公布后，
立即引来网友热转，网友纷纷询问，除了
静安，自己所在的区县能否享受这等福
利，并呼吁应该在全市推广。

网友“ 老张笑”建议，“ 希望全市都能
推广啊。我们现在都是4+2+1的中间层
了。”“ 超级妈咪最棒”则询问，“ 啥时也
能轮到杨浦，让我们也能享受福利啊？”更
多的网友强烈建议在整个上海实行！对于
只能享受90天的福利，一些静安网友提
出，“ 90天以外的275天该怎么办？”甚至
还有网友询问：“ 独生子女证件丢了怎样
补办？”

记者另外了解到，其实闵行区在前年
就出台了类似政策。根据《 闵行区第一代
独生子女父母五类疾病住院护工费补贴
的实施意见》，自2010年开始，年满60周

岁、拥有闵行户籍连续5年以上的独生子
女父母，一旦患恶性肿瘤、尿毒症、重度心
力衰竭、严重脑血管意外伴肢体残障、老
年痴呆症等5种疾病住院的，即可享受护
工费补贴。

该项目设定，对于病人所住的医院也
有要求，即所入住的医院必须为一、二、三
级医院。

静安“ 独一代”退休患重病父母住院可获补贴
每天补贴70元护工费 补贴金额最高不超过6300元

前 天 ，“ 上 海
发布”公布了一则
消息：《 静安“ 独一
代”退休父母患病
可 获 护 工 费 补
贴》，独生子女们
遇父母患病住院，
免不了奔波照料，
力不从心。现在，持
有《 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的静安户
籍退休人员，患相
关重大疾病住院，
可享受每天70元的
护工补贴，一年最
高累计数有90天。
截至昨天下午5点
多，该消息转发和
评论数已超过600
多条。记者昨天从
静 安 区 计 生 委 获
悉，已有近10人提
交申请，正在走程
序。

本报记者 范彦萍

中职学生发展报告

仅五分之一学生
因兴趣特长读中职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历时两年的上
海学校德育决策咨询课题“ 2010-2011年
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发展报告”今春
正式结题，本次调查也是上海各类学生发
展调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了本市73
所中等职业学校33858名学生，覆盖中职所
有年级。该课题由上海市教委委托上海教
育报刊总社《 上海教育》杂志社具体承担。

七成觉得自己被忽视
调查显示，中职生对所在学校及其就

读专业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不高，缺乏具体
的职业生涯规划，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是
因为符合自己的兴趣特长就读中职的，中
职生对未来将从事的行业已经了解得很
清楚，心中有数的也仅占20.04%。在“ 你原
本想升入的学校”的调查显示，53.3%的学
生回答为普通高中，答案为中职校的学生
只有46.39%；在选择“ 就读中职校的原因”
时，超过四成的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考不
上高中，15%左右的学生认为中职发展前
景比较好。同时，中职生因中考失利导致自
卑受挫，经常觉得自己被忽视的占到了
70.07%，有强烈的被社会认同的需求。

在对“ 你认为对你的成长影响最大的
人”的调查中发现，对中职生影响最大的人
前三位依次是：父母、老师和同伴，且选择父
母的比例高达86.01%。但调查同时显示，中职
生认为父母对学业成绩、身体健康和将来的
工作关注度过高；而缺乏对他们情绪变化、
内心想法、兴趣特长以及情感问题的关心。
调查发现每天都上网的比例高达51.99%。
85.41%的中职生每次上网的时间超过一小
时，即超过一半的中职生每天上网时间超过
一小时。七成中职生上网主要用于聊天、交
友；近六成学生上网为了看电子书、电影、视
频；53%的中职生用于网络游戏。

超六成能协作他人完成工作
调查显示，作为90后的中职生自主意

识强，果断，敢作敢为，有自己的想法，在
个人取得成功的主要途径方面，排在前三
位的分别是自我奋斗、过硬的技能、丰富
的知识。在今后将从事的职业中，中职生认
为最重要的也是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占
62.93%；其次是吃苦耐劳占42.47%。调查显
示，超过六成的中职生会根据社会的需求，
不断学习新的职业技能。在工作协作中，超
过六成的中职生能做到牺牲自己的时间和
精力帮助同事完成任务，这也表明大多数
中职生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能力。

余儒文 绘

牵手志愿周末行
本月主打亲情陪伴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 第2期“ 牵手志
愿周末行”青年公益交友活动近日在普陀
区长寿路街道“ 老宝贝俱乐部”进行，12名
青年志愿者按男女1：1比例结对，分别组队
上门慰问4位社区独居老人，为老人们实现
一个小心愿，帮行动不便的老人买买菜、教
老人如何使用IPTV、带老人体验澳门路风
情街，陪他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周末。

据介绍，“ 牵手志愿周末行” 系列公
益活动由共青团上海市委、新民晚报、新
民网、文新报业集团团委主办，每月的第一
个周末为固定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涵盖三
大主题，分别是“ 智爱融合·关爱残障儿童
服务”、“ 亲情陪伴·关爱社区老人服务”
和“ 温暖同行·关爱来沪青少年服务”。活
动详情可点击新民网“ 牵手志愿周末行”
专题(sh.xinmin.cn/qiansh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