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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抢鲜看

比常规测试更严更紧张

百百余余驾驾考考教教练练高高标标准准竞竞技技

德城>>

获批知识产权强县试点

县域快讯

乐陵>>

企业设发展环境监测点

9月28日晚，
临邑联社以存款
超40亿元为契机
喜迎国庆佳节，联
谊客户代表及联
社全体干部员工
共计500余人在临
邑县工人文化宫
召开客户联谊会。

(王丽 房晖)

今年以来，平原县农
村信用社紧紧围绕农民、
企业和市场需求，在信贷
投放上狠抓四个突出。一
是突出抓好小额贷款投
放，推进农民致富步伐。二
是突出了对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企业科技创新速
度加快。已支持小微企业
创新项目30个，研发新产

品80多个。三是突出农民
住房贷款发放，扶持了以
乡镇驻地为重点的社区建
设。四是创新贷款品种，先
后推出了“妇女创业”贷
款、青年“春风行动”贷款，

“公职人员双优消费”贷
款，大型农机具和汽车贷
款等多个品种。

(高玉才 董业勖)

平原县农村信用社根据
农民需求调整信贷结构，在
做好信贷支农的同时，向关
注支持民生项目，贴近农民
生活方面倾斜。

入春以来，他们围绕全
县13处乡镇的小城镇建设，
先后投入贷款4000多万元，
帮助农民改善居住条件，使
1500多户农民住进了沿街二
三层小洋楼。成为上层住人，
下层经商的“两栖”农民。同
时，他们还加大了对农民消
费、婚嫁、购车等方面贷款的
发放力度，到目前，全县共发
放用于扶持民生项目的贷款
达6000多万元。

(高玉才 董业勖)

平原农信贷款

向民生项目倾斜

平原农信贷款投放狠抓“四突出”

迎国庆

本报10月9日讯(记
者 刘振 通讯员
董鹏 ) 9日，记者从德
州市知识产权局获悉，
德城区“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工程试点县(区)”近
日获国家知识产权局
批复，试点时限自2013

年9月至2015年8月。
本次评定是国家

知识产权局2 0 1 2年修
改、印发《国家知识产
权强县工程试点、示范
县(区)评定管理办法》
以来的首次评定活动。
经过德州市知识产权
局组织、筛选、申报，省

局初步测评、择优推
荐，国家局专家组集中
评定等环节，最终顺利
列入国家知识产权试
点县(区)行列。

今后，德州市知识
产权局将按照国家局

“建章立制、着力宣教、
服务企业、有所突破”
的要求，指导德城区
细化工作方案，强化
工作力度，将强县工
程试点建设工作纳入
重要日程，建立健全领
导和统筹协调机制，确
保强县工程试点工作
取得实效。

本报10月9日讯(记
者 李榕 通讯员
李智勇) 9日，记者了
解到，乐陵市纪委在
国强、泰山等 1 5家重
点企业设立经济发展
软环境监测点，加强
对各项制度落实情况
的监督。

“公司设‘经济发
展软环境监测点’后，
一些部门不敢随便向
企业‘伸手’了。”乐陵
义乌商贸城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说。

乐陵市纪委在国
强、泰山等15家重点企
业设立经济发展软环

境监测点，监测重点包
括：经济主体意见集
中、呼声强烈的问题；
涉企审批、收费、执法
检查、办班收费的问
题；影响经济发展、社
会稳定的重点问题、热
点问题等。如果遇到问
题，企业可以通过监
测点将情况反馈给乐
陵市政务中心。对于
企业反映的问题，中
心实行专人负责、限期
办结制度。截至目前，
经济发展软环境监测
点共收到涉及经济发
展环境的问题67条，已
解决65个。

本报10月9日讯(记
者 孙婷婷) 近期，齐
河县2 0 1 3年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实施方案获
得省财政厅、水利厅批
复，该工程争取到中央
财政和省财政补助资
金总共376万元。其中，
申请中央预算内专项
资金125万元，省财政
资金74万元，地方配套
177万元。

该项工程涉及宣
章、潘店、祝阿、马集、
胡官、刘桥、焦庙、仁
里、晏城、表白寺10个
乡镇，18所学校。近几
年来，齐河县不断加大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
设，截至2012年底，齐
河县基本实现了城乡
供水一体化，全县80%

以上的农村居民喝上
了自来水。

齐河>>

农村饮水工程获财政补贴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明婧)
9日，德州首届“华运杯”机动车驾驶教
练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华晨驾校和双元
驾校训练场举行，全市40所驾校120名
教练员参加。竞赛内容主要针对教练
员的教学水平，继而培养优秀的驾驶
员，提高驾照通过率。

随着新交规的正式实施，驾驶证
考试难度增大，考试通过率均有不同
程度的降低，提升教练员素质势在必
行。据了解，每个驾校经过层层选拔，
选取3名教练员参加比赛。比赛分为理
论、实操操作技能和驾驶动作要领就
车讲解与演示三个部分，除了要求教
练员有过硬的技术外，教学方法和演

示是重要的比赛内容。
“每天早晨对着镜子练习，调整

面部表情和情绪。”来自华晨驾校的
参赛者李岩说，长达两个月的准备时
间里，他每天5点起床做科目一理论
习题，准备理论讲解稿。为了找到最
佳状态，他对着镜子练习，“比赛的实
际目的是考察教练员的教学水平，其
中一项比赛内容要求教态自然亲切，
对着镜子练习可以把握自己的讲课
状态。”

实操操作技能比赛较常规比赛提
高了难度，记者在坡道定点停车和起
步的赛场上看到，比赛要求教练员的
考试车离中心线不超过10厘米，而常

规考试为30厘米，在倒车入库选项时
也新增了40秒的时间限制……荣庆
驾校的参赛者周健说，这次比赛让他
充分体会到学员学车时的紧张心情，

“有些优秀的教练因为紧张导致成绩
不理想，这次比赛让我明白了教练员
除了教会学员技术外，还要帮助他们
调节心理。”

“只有好教练才能教出好学员。”
德州市交通局运管处的工作人员说，
新交规的实施对学员的要求提高了，
不少学员抱怨通过率低，这对驾校及
教练提出更高要求。通过本次比赛，将
提升驾校教练员的教学水平，有利于
学员驾照通过率的提高。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王福君
杨公进) 近日，山东龙

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家
认定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国
家初审，有望成为德州第六
家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目前，德州已拥有泰
山、金麒麟等5家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5家企业技
术中心均成为国家和国际
组织认定实验室，近三年
完成全部科技项目数683
项；完成新产品新技术新
工艺开发项目数514项；取
得有效专利数260项，其中
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7 5
项；当年被受理的专利申

请数144项，国家、省部技
术发明奖3项，国家、省部
科技进步奖7项。5家企业
技术中心最近三年主持和
参加制定国际、国家、行业
标准数36项。企业获得驰
名商标数5个，中国名牌产
品数6个。

据了解，各企业技术
中心还为上下游企业提供
技术服务，降低了上下游
企业的研发成本。譬如，泰
山体育为区域上下游企业
提供一定程度上的技术服
务，2012年为合作商做碳
丝原材料检测，为对方节
约了大量的成本，形成了
合作双赢的局面。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田园
李芸涛) 员工盗窃企业

财物，门卫工作大意，导致
企业失窃。近期，德城区检
察院针对一企业存在的管
理漏洞，提出建议帮助企
业建章立制。

犯罪嫌疑人王某与胡
某系某化工企业员工，私
自盗窃企业物品。在盗窃
过程中，没有监管人员负
责管理禁动阀门，在罐装
车驶出企业时，企业的门
卫并未提出核实要求，仅
仅是看了出厂单，致使该
车开出企业大门。德城区
检察院现已将王某和胡某

以涉嫌盗窃罪移送起诉。
针对案件暴露出的企

业监管漏洞和安全隐患，
德城区检察院向该企业发
出检察建议，明确提出管
理建议。近期，德城区检察
院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促
进依法行政、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中的职能作用，
向辖区一化工企业发出检
察建议，帮助企业建章立
制、堵塞漏洞。目前，该化
工企业已回复检察院，梳
理了企业目前监管情况和
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今
年，德城区检察院已向14家
企业发出检察建议，帮助企
业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企业技术中心将增至6家 检察建议助力企业发展

9日，德州举行机动车教练员技能比赛，考核人员用卡尺对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进行考核。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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