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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联手重拳打击欠薪行动

一个月追讨上千万元工资

有关部门严管春节市场

坚决制止烟花爆竹“一条街”

腊月好日子

酒店婚宴忙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牟永来 ) 17日，记

者从德州市人社局获悉，全市劳
动保障监察机构重拳出击，自
2012年11月26日开展6部门联合
讨薪专项检查开始，共检查用人
单位5232家，为职工追讨工资
1155 .91万元，处理各类案件2402
起。

2012年11月26日至2013年1月
31日，市人社局、住建、公安、财
政、工商及工会组织6部门联手
对全市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开展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以确保2013年元旦、春节期间，农
民工按时足额拿到工资，高高兴
兴过年。

据了解，去年以来，德州经
济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人
力资源市场更加活跃，劳动用
工、劳务派遣频率增加。全市劳
动监察机构通过巡查、专项检
查、年度审查和举报投诉专查
等方式，共检查用人单位5232
家，涉及职工56万多人，督促用
人单位补签劳动合同35540份，

补缴社会保险费1405万元，为职
工追讨工资1155 .91万元，依法
取缔职业介绍机构35家。其中，
在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检查活
动中，为1241名农民工补发工资
415 .35万元，补签劳动合同1 .8
万人；在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
场秩序专项检查活动中，抽调
人社、公安、工商三部门人员28
人及5辆车，对城区内所有职业
介绍机构拉网式检查，取缔非
法职业介绍机构13家。通过常年
不间断的劳动执法监察，德州

用工环境进一步规范，扣押职
工学历、资格证书和档案等违
法行为基本杜绝。

同时，“两网化”(劳动监察网
格化和网络化)管理已覆盖所有
县(市、区)及一半以上的乡镇(街
道)，共在乡镇(街道)建立了146个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所 (中
心)，配备了69名劳动保障专职监
察员和515名劳动保障监察协管
员，确定了289名信息采集员，两
网化建设走在全省人社系统前
列。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孙婷婷) 婚庆公司进入腊月
后又迎来生意旺季。尤其是腊
月十六等“黄道吉日”都成为
准新人青睐的好日子。不少婚
庆公司、酒店婚宴预定以及影
楼的新娘化妆都已“满单”。

君悦婚庆公司的工作人
员介绍，每年进入腊月后，都
有几天黄道吉日，成为准新
人们必选的“结婚日”，这几
个“香饽饽”是“初六”“初八”

“十六”等大日子。“今年也不
例外，腊月十六这一天，已经
承接了 1 0场婚礼的舞台设
计。”

“年前所有好日子的婚宴
已经全部预定了。”喜俪园酒
店的工作人员介绍。

“今天就承办了两场婚
礼，一直到年底，哪一个结婚
吉日都得两三场同时承办。”
东来顺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三八路一家婚纱影楼店
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有
20几对新人预定了当天的新
娘化妆。“最忙的时候，从腊月
十五中午就开始准备十六婚
礼的化妆。”

A0级车以其设计、价格上的优
势，往往是年轻消费者中意的车型。
而因受限购、油价等各方面的影响，
品牌知名度高、综合性价比高的车
型便成了他们购车的首选。上海大
众的Polo 2013款就是这样一款兼具
名气与实力的车型，搭载全新升级
的各项装备，让它更有理由获得车
主的宠爱。

>>新年新“面貌”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不仅是全

家团聚的日子，更是新的希望起航
的日子。Polo 2013款新晋车主Emily
就表示：“我比较喜欢在这个时间点
做些选择，购买Polo就是出于这个
初衷。”

“我一直很喜欢Polo的设计，看
起来时尚、干练。我选了一款‘风潮
绿’，这种颜色不多见，看起来很新
鲜，正是我的style”，Emily如是说。

正如以上车主所言，作为上海大众
精心打造的精品小车，Polo 2013款
秉承“年轻、时尚、动感”的品牌内
涵，采用德国大众最新的设计理念，
为年轻消费者呈上了一款紧握时尚
节奏的都市型车。

值得注意的是，Polo 2013款搭
配全新升级的独立远近光源前大
灯，其钻石切割造型与横向扩展格
栅融为一体，让前脸充满个性、活
力，于夜间尽情释放犀利的光芒；而
全新3D造型立体尾灯，又为利落的
车尾尽添潮流风采；动感铝合金轮
毂则驰骋于时尚车身之下，将令人
心动的力量感自然舒展于眼前。寥
寥几笔已尽显新车刚毅简酷的造
型，与Emily这类同样拥有干练、简
约气质的年轻车主们相得益彰。

>>新年新“智慧”
新的一年是未知的一年，总需

要充足智慧去迎接新的挑战。车主
Jim认为Polo 2013款就是这样一款
能够陪伴他开启精彩新生活的智慧
车型，“Polo 2013款是一个非常棒的
选择，它的很多配置其他车型都没
有，很实用，开起来省心省力，过年
开回家也倍有面子。”

Polo 2013款秉承了德系造车一
贯的优良品质，配备诸多先进智能
化操作系统，帮助车主从容畅享新
生活。它所搭载的领先同级的智能
弯道辅助照明系统，能够有效减
少夜晚过弯时的近处盲区，避免
危险事故的发生，特别适合慢速
急弯等复杂路段；而其智能四探
头倒车雷达，灵敏度极高，并拥有
先进的蜂鸣提示功能，帮助驾驶员
提高停车效率，让可靠的安全保障
时刻相伴。

针对冬季严寒，Polo 2013款还

搭载了诸多人性化
的配置，为车主提
供舒适惬意的驾乘
享受。其配备的同
级车罕见的前排座
椅加热功能，方便
车主根据不同环境
选择合适的温度，
轻松获得温馨舒适
的 驾 乘 感 受 ；而
Climatronic全自动
恒温空调则能够通过传感器感知车
外温度和日照强度，精确调节送风
量及压缩机排量，为驾乘者提供舒
适惬意的车内温度。

自推出以来，Polo品牌就凭借
时尚潮流的外观造型和卓越的产品
力走俏A0级市场。Polo 2013款不仅
在外观造型上有了新的升级，更是
搭载了多项智能配置，以更靓丽的

外观、更丰富的科技内涵陪伴车主
从容应对新年新生活，相信Po l o
2013款必将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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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迎来购车高峰 Polo 2013款新装备受市场青睐

腊八节味浓

粥蒜卖得火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孙
婷婷) 19日，是阴历的“腊八
节”。16日，记者了解到，虽然
距离“腊八节”还有几天，但八
宝米已先行“火”起来。因有在
腊八节腌制“腊八蒜”的风俗，
醋与蒜也跟着热销。

在市区的一些超市，工作
人员除了将配置好的八宝米
摆放在显眼位置外，还将大
米、花生米、大枣、莲子、豆子
等可供市民自己调配煮腊八
粥的食材进行促销。

“原价14 . 6元钱的醋，促销
价为7 . 9元”，除了煮粥的八宝
米之外，腌制“腊八蒜”的醋与
蒜，更是热销。

“大蒜这几天的销量要比
以前多三成。”促销人员介绍，
从早上开始，已有不少老年人
前来选购大蒜。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孙婷
婷) 距离春节还有20多天，已到
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重
要时期。17日，记者从德州市安监
局了解到，两节期间，德州19家烟
花爆竹批发企业可供德州1800余
家零售商进货。

德州目前有11家合法的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19家烟花批发企
业，500余家常年零售商，1300余
家临时销售点。

“烟花爆竹销售是划区域销
售的，例如在陵县的批发企业，别
的县(市、区)不得到陵县批发烟
花爆竹。批发企业只能在各自区
域内开展批发经营活动，不能跨
区域经营。”德州市安监局李文海
介绍说。

在《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

中，对于烟花爆竹的运输安全有
着严格的规定，禁止携带烟花爆
竹搭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邮寄
烟花爆竹，禁止在托运的行李、包
裹、邮件中夹带烟花爆竹。

2013年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
要求中规定，坚决制止烟花爆竹

“一条街”、“集中市场”的现象。常
年零售商店严禁在办公楼、商住
楼下经营，常年店的经营面积不
得小于10平方米；设专柜经营的，
专柜长度不小于2米，储存数量都
不得超过15箱，配备2个灭火器，
标准的警示标志；零售经营业户
间距离不得少于50米。对检查中
发现的安全隐患要积极落实整
改，如发现逾期未整改或整改不
合格的，依法吊销其《烟花爆竹零
售经营许可证》。

近日，工商部门对烟花爆竹市场进行拉网式检查，检查重点是
经营者的主体资格，经营的产品是否合格，进货渠道是否正规。

本报通讯员 唐巍 李洪英 摄

本报1月17日讯(记者 马
瑛 通讯员 马文聪) 17日，
记者从德州市卫生局获悉，
2012年德州市新农合全年累计
报销补偿支出12.80亿元，受益
人口达到1230.83万人次。

据了解，2012年新农合政
府补助标准240元，个人缴费60
元，总筹资标准达到300元。全
市参合农民430 .18万人，参合
率达到99.86%。

2012年德州市新农合全
年累计报销补偿支出12 .80亿
元，受益人口达到1230 .83万

人 次 。全 年 住 院 报 销 补 偿
64 .51万人次，报销补偿支出
1 1 . 0 2亿 元 ，门 诊 报 销 补 偿
1166 .32万人次，报销补偿支
出1 .78亿元，其中门诊大病报
销补偿61939人次，报销补偿
支出562 .58万元，住院分娩报
销补偿12509人次，报销补偿
支出892 .65万元。

新农合自2003年至2012年
累计筹集资金41.05亿元，报销
补偿支出37.72亿元，受益人口
达到3580 .29万人次，累计补偿
万元以上的达到32963人次。

新农合参合率达99 . 86%

本报1月17日讯 (记者 李
明华 通讯员 崔志恩 王金
祥) 17日，记者从德州市房管
中心获悉，2012年共受理中心城
区范围内物业管理类市民热线
2740件，主要是涉及专业经营设
施类投诉836件，占30.51%。

专业经营设施类投诉主要
包括供暖、供水、供电。其中，供暖
投诉630件，供水141件，供电65件。
供暖不及时、分时供暖、供暖不
热、捆绑收取费用等成反映焦点。

采用热力公司热源需换热
站供达最终用户，中间管路之间

的问题较复杂，纠纷不断。主要
原因是经过换热站后的二次管
网产权不明确造成的，虽然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了专业经营单位
要负责入户端口或计量装置以
外的维护维修，但这些小区大多
数因为二次管网管道老化等原
因供热公司并没有接收，一旦出
现供暖温度达不到或管网出现
损坏等中间环节问题，热力公司
与二次管网产权单位之间的责
任难以分清。此外，投诉中未实
施规范化物业管理小区所占比
例较大。

水电暖仍是市民投诉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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