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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民生

市妇联作出部署

创创建建110000处处留留守守儿儿童童活活动动站站

软件业增幅

居全省前列

大雾致境内

多条高速封闭

抢 道

新消法扩大三包范围

三三包包起起始始时时间间改改为为交交付付之之日日

近日，禹城农商行启动实施
信用工程建设活动，将金融服务
和产品送到百姓家门口。该活动
以“富农惠民”为目标，以信用评
定为总抓手，重点围绕城乡居民，
提供全方位的信贷产品及综合金
融服务。全面建立对社区居民集
中宣传发动、集中受理申请、集中
授信调查、集中审查审批和集中

贷后管理的工作模式，实现信贷
服务全覆盖。强化对种养殖大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力
度，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城镇居民
等的资金组织和信贷投放力度，
将进一步提升该行服务“三农”、
服务社区、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县
域经济的水平。 (郝岩 王朋)

禹城农商行开展信用工程建设活动

“金纽带”春天行动开展以
来，禹城农商行将存款组织工作
列为“头号工程”，创新工作思
路和方法，迅速掀起资金组织
高潮。截至1月末，各项存款余
额 达 54 . 5 3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4 .33亿元，增幅8 .63%，较同期多
增 1 . 54亿元，市场占有率突破
40%，新增存款市场占有率达
179%。该行实行“存款优先”的
考核办法。开展“向农商行献

礼”业务竞赛活动，提高存款指
标考核比重，调动各支行、分理
处揽存积极性。确立了“三位一
体”的存款组织重点，即充分联
系农户、积极发展商户、大力公关
企业，促进账户开立和存款增长

“双丰收”。1月份，新开立个人银
行卡结算账户8988户，带动卡存
款增长1 .47亿元；新开立对公结
算账户179户，带动对公存款增长
1.03亿元。 (王朋 季海)

禹城农商行新增存款市场占有率达179%

禹城农商行抓住
该市被定为“春雨工
程”试点县(市)的有
利时机，积极完善项
目流程，在严防风险
的前提下，加大资金
投放力度。目前，已借
助“春雨工程”平台为
13家小微企业发放贷
款5000余万元，有效
解决了企业贷款难问
题。“春雨工程”的含
义是通过企业互助和
银行、担保公司让利
的形式，为中小企业
提供“春雨式”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融资困
难，促进企业持续健
康发展。 (季海)

禹城农商行

大力开展

“春雨工程”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张委) 20日，记者从

德州市经信委获悉，去年德州软
件产业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9762 . 6

万元，实现软件业务收入7827 . 6万
元，利润1732 . 7万元，税金713 . 1万
元，分别同比增长35%、51%、45%、
36 .1%，增幅居全省前列。

目前，全市共拥有6家国家
“双软”认定企业，总体呈现管理
软件、嵌入式软件并驾齐驱的特
点，特别是以新未来科技、财富科
技和中泰华研科技等为代表的多
家骨干企业，实现了规模和效益
的同步增长。以山东庆元电子公
司为代表的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业发展迅猛，带动了全市信息服
务业的快速发展。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陈兰
兰 通讯员 杨存志 ) 20日上
午，德州境内被雾气笼罩，部分
路段的能见度不足100米，受大雾
影响，德州境内的多条高速收费
站临时封闭。

2月2 0日6时5 5分受河北大
雾影响，滨德高速德州段德州西
站、德州北站、德州东站入口暂
时封闭。另据京台高速路况信
息，2月2 0日7时，受大雾天气影
响，G3京台高速鲁冀站北京方
向出口，德州、德州南、平原、平
原南、禹城、齐河站北京方向入
口临时关闭，德州南站出口分流
北京方向车辆。

随着大雾散去，20日上午10

时19分，滨德高速公路德州段德
州北主站、德州东收费站入口恢
复开通。12时45分，滨德高速公路
德州段德州北辅站、德州西收费
站入口恢复开通。

本报2月20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
员 张菊 ) 近日，由
齐河县检察院提起公
诉的被告人杜辉涉嫌
盗窃、抢劫一案，经齐
河县人民法院一审判
决，判处杜辉有期徒
刑 1 1 年 ，并 处 罚 金
35000元，这是一起犯
罪分子“零口供”获重
刑的案件。

据了解，家住齐
河县晏城街道办事处
的杜辉自2006年6月
至2010年5月12日，伙

同杜某、高某等人，交
叉结伙，在齐河县、禹
城市等地，采用撬锁
等手段，盗窃作案25
次 ，涉 案 总 价 值
143305元。

2010年5月12日中
午，杜辉同高某在齐
河县城区永乐小区盗
窃自行车时，被民警
发现并跟踪杜辉驾驶
的吉利金刚轿车。杜
辉见无路可逃，被迫
下车。在民警亮明身
份欲对其抓捕时，杜
辉拔出随身携带的匕

首拒捕，并用匕首捅
刺民警叫嚣要捅死民
警。民警躲避后，杜辉
弃车逃走。

案发后，一直到
庭审，杜辉都拒不供
认其参与盗窃、抢劫
的犯罪事实，企图以

“零口供”逃避法律制
裁。尽管杜辉对自己
的 犯 罪 行 为 沉 默 缄
口，但其犯罪事实清
楚、证据确凿、罪名成
立，法院一审从重判
处其有期徒刑11年，
罚金35000元。

盗窃抢劫不认罪

庭审“零口供”也获重刑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王
明婧) 20日，记者从德州市妇
联十五届五次执委(扩大)会议
上获悉，2014年德州市妇联将
继续促进妇女就业，争取培训2
万名农村妇女，培育妇女字号
龙头企业。加大县级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确保“十二五”期间
县级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全部
建成并投入使用。并创建100处

留守儿童快乐成长示范活动
站，开设“四点半课堂”，保障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2014年德州市妇联继续促
进妇女就业创业，争取培训农
村妇女2万名，并面向女大学
生、失业失地、有创业意向的
妇女，有针对性地开展招聘、
技能培训等服务。搭建涉农企
业、农业科研院与合作社、家

庭农场对接平台，扶持培育一
批妇女字号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继续推进县级妇女儿童
活动中心建设，确保“十二五”
期间县级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全部建成并投入使用。紧跟城
镇化进程，推动妇女儿童家园
在城市和新建社区增点扩面。

此外，继续推进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试点和救助工作。
加强社区妇联组织建设，抓住
村“两委”换届实际，确保女性
进“两委”达到100%，并提高各
级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比
例。进一步健全留守儿童动态
监测体系，创建100处留守儿童
快乐成长示范活动站，开设

“四点半课堂”，保障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

本报2月20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贾通洲 ) 3·
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就要到
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新
消法”)也将在3月15日正式施
行。2月20日，记者从德州市工
商局获悉，新消法对网络等新
领域消费方式出现的纠纷做
出明文规定，且明确“三包”期
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
始计算。

新消法对新领域出现的新

问题作出了明文规定。据悉，经
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等方
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
需说明理由。“但消费者定作
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
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
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以及支
付的报刊、期刊，不在商品之
列。”工作人员介绍。

同时，从3月15日新消法实
施后，经营者将承担有关瑕疵
的举证责任。经营者提供的机

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
箱、空调器、洗衣机等耐用商
品或者装饰装修等服务，消费
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
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
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
举证责任。

“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
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
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
元。”消保委工作人员介绍，赔
偿由以前的一倍增加到三倍，

在新消法中，对经营者的处罚
力度加大。

“过去，‘三包’起算时间是
按开具发票时间计算，但有的
商品从开具发票到货物交验、
安装、调试完毕可能会有将近
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将
这 段 时 间 也 纳 入‘ 三 包 ’期
限，实际上是间接缩短了期
限 ，有 损 消 费 者 的 合 法 权
益。”工作人员介绍，新消法
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
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新学期开学后，放学时的东方红路实验小学路段车辆拥堵，个别车辆在实线区域随意变道抢行，更加剧
道路的拥挤，造成安全隐患。19日，一车辆在拥堵的车流中违规变道抢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N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