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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重点

德城两项目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全区40个科技项目争取经费470余万元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马瑛 通讯员 崔志恩
林少兵) 受“9·29”新政

以及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收紧的影响，11月份德州市
新建商品住房的成交量不
断萎缩，签约销售量仅有
826套，比10月份减少了53

套，创今年销售量新低。但
价格稍低的二手房市场依
旧坚挺，11月份二手住宅成
交量近600套，是今年前11

个月最高值，比10月份翻了
一番还多。

据德州市房管中心统
计，1-11月，德城区共批准
预售商品房71 . 53万平方
米 ，比 上 年 同 期 减 少
17 . 71%，其中11月批准预售
8 . 43万平方米，环比10月上
涨85 . 68%。截至11月底，待
售商品房累计达50 . 53万平
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

44 . 21%。1-11月，新建商品
住房网上签约销售12842

套，135 . 06万平方米，其中
11月签约826套，8 . 67万平
方米，签约量同比下降
3 0 . 7 % ，环比 1 0 月下跌
6 . 03%。

经统计，1-11月，德城
区二手房共成交4269套，

44 . 1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成交3984套，39 . 17万平方
米，成交量比上年同期下降
20 . 81%。11月份二手住宅成
交584套，同比增长35 . 81%，

环比10月上涨102 . 08%。

11月份，德城区新建商
品住房平均成交价格3020

元 / 平 方 米 ，同 比 增 长
1 8 . 9 4 %，环比 1 0 月下跌
2 . 77%，二手住房平均成交
价格2561元/平方米，同比
增长27 . 79%，环比10月上涨
2 . 19%。

德州商品房成交量继续下滑

二手房交易量

创今年新高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张金东
通讯员 丛涛 高东涛) 6日，

记者采访获悉，“风机墙空气处理机

组”和“国家芳纶紧密集聚纺产业化

生产”两个项目，列入2010年度国家

火炬计划项目。今年，德城区40个科

技项目共争取科技经费470余万元。

“两项最新科研项目的入围，标

志着德城区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

新进展。”德城区科技局负责人告诉

记者，格瑞德集团的“风机墙空气处

理机组项目”和华源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的“国家芳纶紧密集聚纺产业

化生产项目”两个项目达产后，能为

企业增加销售收入27 . 3亿元，实现
利税8 .4亿元。

据了解，德城区通过引导企业

申报国家、省、市各级科技自主创新

项目，争取科技政策和资金扶持，推

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今年，全区

不仅有两个项目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证书，还有38项科技项目分别

在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

金、山东省自主创新重大专项、德州

市重大专项等科技计划中获得支

持，共争取科技经费470余万元，通

过科技项目的带动作用，有力推动

了德城经济的转型升级。

格链接
国家火炬计划项目，是以国内

外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国家、地方

和行业的科技攻关计划、最新技术

研究开发计划成果以及其他科研成

果为依托，以发展高新技术产品、

形成产业为目标，择优评选并组织

实施的高科技产业化项目。重点支

持新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与信

息、机电一体化、新能源高效节能

与环保等领域。目的是促进高新技

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

化。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张金东) 德州市首家汽
车主题公园将落户经济开
发区袁桥镇，该主题公园建
成后，汽车驾驶员、汽车发
烧友以及对汽车文化感兴
趣的普通市民在公园内可
以亲身体验时尚新潮的汽
车文化。

据介绍，德州汽车主题
公园位于经济开发区袁桥
镇中傲大道，占地300余亩，

总投资达2 . 3亿元，项目分3

期建设，全部工程将在2012

年前全部建成。园内设有汽
车博览区、汽车商业区、汽
车运动体验和赛场区、汽车
主题文化展览和景观游览
区等多个区域，还建有大型
超市、餐饮中心、娱乐园等
设施，不仅汽车用户可以前
去游玩体验，不会开车的普

通市民，也可以到主题公园
内体验汽车文化和汽车时
尚。

主题公园项目负责人
张金凤告诉记者，在公园
内，车管所、国税、地税、工
商、银行等单位也将入驻
主题公园，为市民提供综
合式服务便利。市民还可
以享受到机动车驾驶考
试、车辆交易、车检等一

站式服务。

业内人士介绍，所谓主
题公园，就是选择某个特定
主题，采用高科技和多层次
活动设置方式，集娱乐、休
闲、服务于一体的现代旅游
目的地。近年来，汽车主题
公园成为汽车行业销售道
路模式之一，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一座城市的经济实
力。

参观汽车展览，体验汽车运动

德州首家汽车主题

公园落户

本报12月6日讯(记者

牟张涛 通讯员 李华) 为
引导推进工资协商，齐河县针
对本县企业特点及企业经营
状况确定了晏城镇、开发区、

莱钢、金能和金石集团为样板

单位，组织观摩交流活动。并
计划于12月8日在晏城镇举

行“工资集体协商月活动”启

动仪式。

11月26日，德州市工资

集体协商培训结束后，齐河县
召开了县工会主席办公会议，

并召开了由人社局和工商联

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定出活动

方案，进一步扩大协商工作的

社会参与范围，形成工作合

力。

据齐河县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县总工会集中时

间和人员，深入到各企业开

展宣传指导，印制了以宣传

工资集体协商为主要内容的

贺年卡3000个，并发放给
800多个老板和基层工会主

席及各单位有关人员。除此

之外，县总工会还成立3个

调研督察组，对“要约”落

实情况进行督察，积极解决

企业和职工面临的具体问
题，保证共同约定的兑现落

实。

齐河县

工资集体协商树样板

本报12月6日讯(通讯员 牟永
来) “这么冷的天，再也不用赶到

县城求职了，省时省工还省力！”临

邑县临盘街道办事处刘庙村村民刘

崇斌说，社区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服务站帮了他的大忙。

过去，临邑县农民要想了解企

业招工、就业培训以及参保信息等，

需要大老远地赶到县城。如今，德州

市132个乡镇建立了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服务中心，60个社区建立了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站，556个自然

村推行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协管员

制度。

今年以来，德州市全面加强基

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以统筹城乡就业和加快建立

覆盖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为重点，积

极推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向乡
镇、街道、社区和村庄延伸，统一为
基层平台配备微机和打印机等办公

设备、统一工作制度和业务流程、统

一安装使用“劳动99”三版和社保核

心平台二版管理系统，实现了机构、

场地、人员、经费、制度、工作、软件、

网络“八到位”，构建起了县、乡镇
(街道)、社区、自然村四级公共服务
体系和信息网络。

同时积极发挥平台功能，依托

村级平台把各类就业、培训、保障信

息送到农民家中，发布大企业招工

用工动态，引导农村劳动力就地实

现转移就业，协助搞好社会保险扩

面征缴，为农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新

农保参保服务，强化基金劳动监察
和争议调处，基本形成城乡一体、平

台到村、联系到户、服务到人的工作

格局，基本实现基层劳动就业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规范化、专业化、信息
化和网络化的目标，使城乡居民能

够就近享受到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

德州市劳动就业社保服务基层设点

60个“人社服务站”下乡

近日，在农村集贸市场，执法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箱”检测生鲜猪肉。目前正是禽肉价格上涨之际，为

了防止制售注水、病死猪肉以及未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猪肉的不法行为，禹城市工商局加大了对猪肉和禽类商品交

易市场、农村集贸市场、小摊点和小经销点的监管力度。 本报通讯员 李吉华 本报记者 杨金涛 摄影报道

猪肉“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