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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帮帮他回安徽老家”追踪＞＞

救助站接走安徽流浪汉
核实身份后将帮他回家

高地世纪城小区

一夜三家“被开锁”

6月14日，乐陵联社各部
室抽调业务骨干10余名，在
城关信用社以“珍爱良好记
录、享受幸福生活”为主题进
行“征信知识”宣传活动。为
引起广大客户注意，组织宣
传人员挂起横幅、放置咨询
台、展板，并向群众介绍《征
信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
息基础数据管理暂行办法》

等业务知识。通过此次宣传
活动，提高群众的信用意识，
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更好地促进各项业务发展。
近年来，乐陵联社注重更好
地将业务宣传和业务开展的
结合，多次组织宣传月、宣传
周和各式各样的业务宣传活
动，内外结合促进业务的科
学发展。 (李培刚 张艳)

乐陵联社开展“征信知识”宣传活动

近年来，随着银行卡迅
速普及，农村社区也步入“卡
时代”。仅2013年，武城农信
社便累计发行“电费卡”、“补
贴卡”共计2 . 8万张，在为广
大客户提供更多便利的同
时，武城农信也积极做好3项
措施，提示客户避免银行卡
风险。一是告知客户要妥善

保管好银行卡及密码，以免
泄露。二是切记不要相信“卡
贩子”，不要将自己名下无用
的银行卡出售给其他人，避
免“洗钱”等诸多风险。三是
使用银行卡时，要注意防范
身边的可疑人，防止银行卡
信息被盗，保护好个人财产。

(柳文平 董庆民)

武城联社高筑银行卡风险“防火墙”

德州东北城
综合配套区稀缺商铺火爆认购

本报6月17日讯 5月26日
综合配套区稀缺商铺正式认
购，超低价14万元起的配套商
铺，迎来购房客户火爆认购，
截至发稿时90%的商铺已经
认购一空，仅存旺铺数量有
限，抢到就是赚到！为2000多
套商铺配套的综合服务区，其
稀缺的供求比确保入驻商户
长期火爆经营，日后升值比例
也远远大于普通的经营商铺，
随着德州东北城一期23万平
米华北最大建材五金一站式
采购基地已盛大启动，市政配
套、基础设施、运营服务等内
外经营条件已万事齐备，一期
建材五金23万平米附属9000

平米综合配套区依托建材五
金市场成熟商圈，位于建材区
与五金区中心区域，交通便
利，人流车流便捷通达，入驻
综合配套区内的经营户特获
独家经营权，开业后品牌影
响辐射到1500万平米商贸城
的每个角落，建材五金商家、
汽车城商家、交易广场商家
以及来自四面八方前来购物
的客户云集商城，人气汇聚，
持续带动餐饮娱乐各项配套
服务同步繁荣，投资经营两
架马车并驾齐驱，确保你手
里的钱保值增值，2 0平方
米——— 1000平方米精品配套
旺铺，逐日递减，即租即获利，

即买即收益。综合配套区租金
三年不变，每季度收取一次、
免租三个月、免六个月物业管

理费、配套区内特获独家经营
权。招商范围：餐饮、娱乐、超
市等经营业态。

致我们已经逝去的
节能补贴

2013年5月31日，为期一
年的国家节能惠民补贴政策
正式结束，标志着彩电、空
调、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
五大类产品的政策红利期也
正式结束；节能补贴就像一
阵暖风，掀起家电行业的消
费热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
夜，它的去留，普通民众却显
得如此无奈……

国家有关部门的数据显
示，2012年6月1日国家启动
家电节能补贴惠民工程以

来，仅家电行业就推广销售
节能补贴家电3300万台，拉
动消费超过千亿！同样是6
月，家电行业的销售业绩已
经不如以前，政策红利期结
束，家电市场消费日趋萎靡。

“摆脱政策依赖，回
归良性发展”

最市场化的行业，却得
到了最密集的政府补贴。2007
年以来，政府陆续将“家电下
乡”、“以旧换新”、“节能惠
民”三大全国性财政补贴政
策赐予家电行业，以期拉动
内需。为摆脱政策依赖，作为

家电行业领导品牌，创维最
先发出了他们的呼声。近日，
创维电视联合德百家电行业
巨头率先发起“家电巨头，联
合破利6折起”大型促销活
动，联手“破利”，挑战行业规
则！商场让出利润，厂家让出
物流费和利润，价格直逼行
业底线，接力国家节能补贴！
破利击穿底线，前所未有；引
领行业中兴，义无反顾！

真实惠民 公益传播

在本次“联手破利”活
动中，《今日德州》也会将

做好广而告之的工作，随
着活动时间6月22-23日的
临近，《今日德州》将陆续
公布活动中的具体优惠政
策和促销折扣，为消费者
做好情报站的工作，为市
民打好前哨战；同时，《今日
德州》还将严格监督，为活动
把关，保证诚信经营。

三 大 巨 头 联 手 破
利——— 省钱有理由

三大巨头首次联手，商
家零利润，破利10%，所以省
钱；总部直发不进仓库，厂家
低成本，破利13%，所以省钱；
真实惠民无偿宣传，媒体零
收费，破利3%，所以省钱。

特别声明：为响应行业
巨头真实惠民政策，《今日德
州》愿全额承担本版面费用，
无偿为活动进行宣传，联手
破利，让我们期待三大巨头
共同铸造业界辉煌！

真实惠民 公益传播

这个版面不收费
一是在全县范围内开展

个体工商户对接活动。将全
县7700余户的个体工商户
信息下发至基层信用社，
大力宣传信用社贷款品种
及优惠政策。二是扎实做好

“八个对接”。优先和县妇联、
农业局、畜牧局对接，从中选
择优质客户，进行授信。三是

加强和小微企业的沟通交
流。公司部深入企业进行面
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的
生产经营和资金供应情况，
深挖客户需求，积极建立
长期合作关系。四是定期通
报对接拓展情况。每旬报送
各社对接情况，确保贷款
稳定持续增长。 (王晓辉)

武城联社深入对接助推信贷投放

6月13日，平原联社在六
楼会议室组织联社50多名中
层以上管理人员观看了警示
教育片《失德之害——— 领导
干部从政道德警示录》，该片
通过精选部分被查处的省部
级、地厅级领导干部现身说
法，以及纪检监察机关办案
人员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
等人的剖析点评，从政治品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
人品德等方面，析表解里，讲
理陈实，深刻警醒和教育广
大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到修
德的重要性和失德的危害性。
此次警示教育活动取得了入
脑入心的教育效果，对有效防
范风险，增强党员干部廉洁
自律意识，真正起到自警、自
省、自励的作用。 (董军)

平原联社党员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活动

尉署街失修坑洼不平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宿可磊) “200米的路面

有20多个坑洼。”17日，家
住工商银行宿舍的市民张
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映，
尉署街路面近年来坑坑洼
洼，给居民出行带来诸多
不便。

17日中午，记者在尉
署街看到，在这条差不多
二百米长、四五米宽的街
道路面上，有将近30处坑
洼，密密麻麻地排在路面
上，行走时稍不留神就会

崴脚。附近的居民告诉记
者，道路出现坑洼已经好
多年了，随着年久失修坑
洼越来越大。

居民反映，虽然尉署
街是背街小巷，但平时从
这走的车和人却不少，几
百米的路走起来很费劲。

据市政部门工作人员
介绍，尉署街原先属于新
湖街道管理，从去年才移
交给他们，目前尉署街已
经规划到背街小巷城建计
划中，预计今年就会修缮。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郭光普 见习记者 宫凯
悦) 17日，家住高地世纪城
小区的郝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称，16日凌晨，连同自己
家在内的小区其他几户居
民家中同时被盗。嫌犯采用
技术开锁的方式实施盗窃。

据郝先生介绍，自己
在 1 6日凌晨零点后回到
家，没有将防盗门反锁便
睡觉了。“早上醒来，发现
放在门口鞋架上的钱包上
有些灰尘，打开钱包发现

钱没了。”妻子放在沙发上
的手包也被打开，经清点
一共损失1300元左右。此
外家中还留有脚印，门锁
没有被撬动的痕迹。郝先
生称，楼道内也有其他住
户反映被盗。

记者在高地世纪城物
业处了解到，目前共有三
户业主反映被盗，被盗数
额不一。小区内在各条主
干道和电梯内都装了监
控，小偷可能是走楼梯上
楼实施盗窃。

本报6月17日讯(见
习记者 张建业) 流
浪者张北战的坎坷经
历经本报报道后，不少
市民纷纷前往张北战
的寄居地探望并给他
送去物品和衣物。还有
的市民直接给他经济
上的支持。17日，张北
战被接到救助站，工作
人员正在核实其身份
信息。

“上午的时候被一
辆写着‘救助’字样的
车接走了。”17日上午，
德棉佳苑附近的居民
告诉记者，被接走时，
看他挺害怕的，还有些
发抖，可能是经历比较
坎坷，没碰到过这些
事，对未知本能地有些
畏惧。

经记者多方确认，
流浪者张北战已经被
德州市救助站救助。

“看到相关报道后，随
即我们对张北战进行
了救助。”德州市救助
站业务科科长王涛说，
救助站也正在核实流
浪者张北战的身份信
息，尽早帮助张北战回
家。

据 王 科 长 介 绍
说，如果核实了张北
战的身份信息，将会
把他送回家乡。如果
其 身 份 信 息 无 法 确
定，或者说家乡已经

没有亲人，将会安置
其到福利院生活，尽
量 不 会 让 他 再 次 流
浪。“现在我们这里伙
食标准是每人每天十
五块钱，早饭是小米
粥、馒头花卷，每周都
会有鱼肉和鸡肉。”

下午两点，记者在
德州市救助站见到了
流浪者张北战，与其他
被救助人员相比，张北
战在新的环境中显得
还有些拘束，自己一个
人拽着被子依偎在墙
角的床上，并没有与其
他人多做交流。见到记
者张北战显得很是兴
奋，当得知救助站以及
媒体都在通力协作帮
助其找家时，忍不住热
泪盈眶。“我谢谢你们
帮我找家。”这是张北
战这几天不断重复的
一句话。

“这样我们就放
心了，一上午都在惴
惴不安。”当德棉佳苑
附近的居民得知张北
战的现状后，悬着的
心也终于放下了。“上
午他被带走，我们也
不 知 道 是 谁 要 带 他
走，要带他去哪？现在
知道了我们也就放心
了。去了救助站至少
一日三餐有保障，风
吹不着雨淋不着，比
他露宿街头好多了。”

张北战的经历经本
报报道后，也引起了安
徽当地媒体的重视。1 5

日，安徽《市场星报》报
道了张北战的遭遇，并
为其开通寻亲热线。

16日下午，当地记者
来到宿州市公安局，在
该 公 安 局 民 警 的 帮 助
下，进入内部查询系统。
按照张北战关于“堂兄
弟叫张南征”的说法，民
警先输入“张南征”查
询，截至17日傍晚，只查

询到宿州地区两个叫张
南征的人，一个在砀山
县，一个在萧县。“虽然
这两个县都没有叫前楼
和潼山的地方，但现在
也不能排除找到张南征
的可能性。

此外，张北战提供
的另外一个线索“宿县
前楼乡潼山村人”，民警
表示，目前的查询系统
还不能根据乡镇名称进
行模糊查询。

见习记者 张建业

两地媒体联动寻亲

17日下午，初到救助站的张北战显得有些小心翼翼。
张建业 摄


	N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