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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东站整治违规营运初见成效

食品衣着拉高9月CPI

齐河农合行加强条线管理，提高支农水平

“真没想到，从电视里
看到的情景，在俺村成了现
实，放在以前，谁相信拿出
手机能买东西啊！”齐河县
祝阿镇后甄村村民王全江
刚刚在本村农资销售点买
了二十袋复合肥。“俺用手
机银行直接把钱打给他，一
袋便宜1块钱！俺得了实惠，
他省了跑腿存钱，真是坐在

炕头可以办业务！”近年来
该行逐步实施科技支农战
略，将农村、农民划为电子
科技普及对象，大力推广电
子银行建设，为该村安装农
民自助服务终端1台，电话
POS机2台，大大方便了村民
小额存取款、缴存贷款利
息、水电费等日常需求。

(王应霞)

电子银行走进村民“热炕头”

齐河农合行通过加强
业务条线之间相互沟通、交
流，配合协作，形成业务流
程、监督检查、合规管理等
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发挥
职能部门的能动性，为稳健
支农打下良好基础。该行结
合自身实际，在积极发挥支
农服务的基础上，通过部门
联动确定信誉好、实力强客

户，合力公关协作，在城区
大力开展针对公务员、事业
单位职工的公职人员消费
贷款。在乡镇支行积极营销
农民住房贷款，结合社区建
设和“两区同建”，了解社区
建设进度和农民贷款需求，
主动上门营销，积极推广农
民住房贷款，实现了支农助
农新发展。 (张河山 岳超)

新房网签环比涨近五成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李德祥)
14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德
州调查队获悉，9月份德州市
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和
环比均上涨0 . 9%。由于双节
和夏秋交替，食品和衣着拉
高消费价格总水平。

受节日需求等原因，猪肉
价格一直处于上升周期，鸡
肉、鸡蛋、水产品价格有所上
涨，特别是鸡蛋在中秋节前价
格上涨较猛。加上化肥、农药、
人工等成本价格走高，大田蔬
菜尚未到大量上市季节，较多
水果也已过了集中上市季节，
使得蔬菜和水果价格上涨。原
料奶供求紧张使得多种液体

乳及乳制品价格上涨。诸多因
素直接导致食品价格的升高，
据统计，九月份食品价格与上
月相比上涨2 . 0%，与去年同期
相比上涨1 . 9%。

进入夏秋交替季节，秋
装销量开始增加，服装价格
有一定上涨，服装加工费也
随着人工成本普遍上涨而上
涨。受燃油价调整，中心城区
出租车燃料附加费由每乘次
0 . 5元调整为1元，使得交通和
通信消费增加。目前德州房
地产在建项目较多，居住中
的木材、水泥、玻璃等建材继
续延续价格轻微上涨趋势，
在高房价的大环境下私房房
租也有所涨价。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崔志恩
林少兵 ) 14日，记者从德州
市房产管理中心了解到，9

月，全市城区批准预售商品
房比上年同期增长近七倍。9

月份，城区新建商品住房网
签环比上涨46 . 54%。

九月新建商品房，全市
城区共批准预售商品房39 . 87

万平方米(含商品住房30 . 74

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6 . 94倍，环比8月上涨2 . 42倍。

截至9月底，可售商品房累计
达281 . 02万平方米(含商品住
房183 . 98万平方米)，比上年
同期增长30 . 07%，环比上涨
8 . 99%。9月份，全市城区新建
商品住房网签销售1371套，
14 . 23万平方米，签约量同比
下降1 . 03%，环比上涨46 . 54%。
业内人士分析称，进入下半
年房企的销售压力会更大，
库存的增多使得不少房企把
冲击全年销量寄托在“金九
银十”。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陈
兰兰 ) 针对高铁德州东站出租
车违规拉客投诉集中现象，9月26
日至10月7日，德州市交通运输局
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共查处
和纠正非法营运、不按秩序排队
候客、不按规定停放车辆等违法
违章行为120余宗，查扣出租车46
辆，东站运输环境明显好转。

德州市交通局运管处工作人
员称，前段时间高铁德州东站的
出租车投诉率较高，运管部门一
直对黑出租黑线路加大整治力
度，此次更是重新规划高铁东站

公交车停车区域，将公交车停车
区整体向北移50米，靠近旅客出
站口，公共汽车公司安排两名管
理人员现场为乘客提供问询、导
引等服务，新增3辆公交车，并安
排两辆调峰车辆，将夜间公交车
间隔时间缩短到20分钟，确保高
铁到站乘客能及时乘坐公交车，
最大限度地消除出租车拼客、倒
客行为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向
社会公布举报电话，形成打非治
违的强大合力。

经过十多天集中整治，共查
处和纠正非法营运、不按秩序排

队候客、不按规定停放车辆等违
法违章行为120余宗，查扣出租车
46辆。德州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
人员表示，为巩固整治成果，建立
长效机制，将会继续把高铁东站
运输环境整治作为重点工作。“以
前都不敢从天桥上走，刚下车就
被好几个人围住，坐上车就要50
元钱。”12日从北京来德州的王先
生说，这次来感觉好多了。

京沪高铁东站王书记说，以
前在天桥上能看到很多出租车强
行拉客的，最近明显减少了，高铁
东站的运输环境好了很多。

45家食堂参与安全培训

本报10月14日讯(记者
李明华 通讯员 封磊 刘
倩 ) 12日下午，德州市食药
监局直属分局对城区部分片
区中小学食堂和托幼机构食
堂负责人专门进行培训，共
有45家单位人员参加。

当前，秋冬季节冷暖交
替，食品安全事故易发，为进
一步提高学校食堂从业人员
的法律和食品安全意识，提升
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的管理质
量，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

发生，直属分局计划对城区中
小学和托幼机构食堂食品责
任人员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培
训主要从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事故案例交流、食物中毒相关
知识及预防措施、日常监督检
查重点以及加大学校食堂自
查力度四个方面展开，会上当
场发放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
知识材料。参会人员认真学
习，并就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可
能出现的问题与培训人员进
行了交流。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董
传同 通讯员 史学森 李杰 )

不准公安民警面对群众危难
不作为，不准酗酒滋事，不准进
夜总会等公共娱乐场所，这是近
日德城区公安分局制定的“十不
准”的内容，民警在八小时外也
需受到这些限制。

为进一步加强队伍管理，
坚持从严治警，全天候规范民
警及协警行为，德州市公安局
德 城 分 局 按 照 公 安 部 三 项 纪
律、五条禁令等有关规定，制定

了八小时以外“十不准”，要求
全体民警、协警时刻牢记，严格
遵守，坚决遏制违禁问题的产
生，严防涉枪、酒、车、赌等方面
问题的发生。

该局民警八小时外“十不
准”内容包括：一是不准公安民
警面对群众危难不作为；二是不
准酗酒滋事；三是不准进夜总会
等公共娱乐场所；四是不准酒后
驾车；五是不准参与打扑克、麻
将等各类形式的赌博；六是不准
值班及工作日中午饮酒；七是不

准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和丑化党
及国家形象的言论；八是不准参
与各类非法组织及其活动；九是
不准利用职务之便经商或为亲
友提供经商条件；十是不准接受
带有色情服务的异性按摩、陪侍
或出入不健康的场所。

该局专门成立督察组，不定
时开展督查，同时要求所有在编
民警写保证书，责成各派出所同
协警签订责任书，一经发现违反

“十不准”行为，将按有关纪律规
定严肃处理。

德城警方坚决遏制违禁问题

下下了了班班也也要要严严守守““十十不不准准””

本报 1 0月 1 4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
员 任玉芹) 今年，德
州市将对唇腭裂患者进
行摸底，并对符合条件
的患者进行免费手术。
14日，记者从德州市卫
生局医政科获悉，目前，
术前筛查已结束，德州
共筛查出142名唇腭裂
患者，接下来将为符合
手术条件的患者安排免
费手术。

自9月份以来，德州
市卫生局组织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对农村和城
镇的唇腭裂患者进行拉
网式排查，目前，已经完
成摸底工作，共筛查出
142名唇腭裂患者。

德州市卫生局医政
科工作人员介绍，随后，
在充分尊重患者知情
权、选择权和自主权的
基础上，鼓励和指导患
者到项目合作医院德州
市人民医院就诊。德州
市人民医院将对符合初
次手术指征或二次修复
手术指征的唇腭裂患者
进行免费手术，并且没
有年龄限制。同时，德州
市人民医院在术后还将
进行随访，定期对术后
患者进行随访，了解手
术效果，指导患者康复；
对需要进行二次修复手
术的患者，还将实行跟
踪回访，指导患者及时
就诊、及时手术。

142名唇腭裂患者
获免费手术

万余乡村医生
集中培训

路依然难行
14日，受强冷空气影响，秋雨绵绵持续了一天，通往德州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主要道路陷入一片泥泞。15日是“世界盲人日”，关爱弱势群体需从
细节做起。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 王乐伟 ) 14
日，记者从德州市卫
生局获悉，下月起，德
州万余乡村医生将集
中进行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强化培训。

德州市卫生局农
卫科相关负责人称，
乡村医生培训属于在
岗培训，采取视频教
学方式，在时间安排
上不耽误平日工作。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临
床基本技能、急诊急
救技术、合理用药知
识、农村常见病多发
病诊疗、全科医学知
识 和 中 医 适 宜 技 术
等。培训采取集中理

论培训和实践技能培
训相结合的形式，理
论 培 训 时 间 不 少 于
100学时，实践技能培
训 时 间 不 少 于 3 0学
时。

2014年7月-8月为
总结评估阶段，德州
市 卫 生 局 将 组 织 统
考，统考成绩合格者，
授予集中培训学分20
分，由县级卫生行政
部门发证书，作为乡
村医生考核的重要内
容。德州市卫生局对
培训进行绩效评价，
形成总结评估报告，
通过培训，提高乡村
医生防治常见病、多
发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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