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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抢鲜看

整治大气污染有了明确时间表

华华能能电电厂厂上上半半年年必必须须实实现现达达标标排排放放

雾霾黄色预警

应急预案终止

禹城农商行以保障业务
发展为目标，强化审计成果
运用，扎实有序开展2014年
审计工作，“三位一体”全面
提升审计效能。强化“体系”
管理，建立了审计人员“常规
+后备”队伍体系、“审计包社
员+审计联络员”体系、发现
问题“登记+通报”体系等三
大体系，保障审计工作顺利
运行。强化“项目”管理，有针

对性地确定审计项目、检查
重点和频率，合理运用省联
社、办事处审计项目及审计
成果，适时开展专项审计，确
保系统内资源“无浪费”。强
化“系统”管理，明确专人负
责审计信息系统的管理、维
护工作，实行AB岗双人负责
制，提高系统录入数据的准
确性，全面做好后台支撑。

(秦剑 李琪)

禹城农商行“三位一体”
全面提升审计效能

自2013年末启动实施
“金融服务进万家”活动以
来，禹城农商行坚持以中央
和省、市有关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为导向，以信贷投放和
科技建设为抓手，全面提升

“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成效
初显。1月份，新评定个体工
商户信用户117户，核发贷款
证69个，新发放贷款1274万
元。同时，加大住房按揭贷款

投放力度，新签约合作楼盘5
处，新发放贷款7871万元，帮
助313户家庭圆了购房梦。对
辖内种养大户、致富带头人、
种养殖基地及农业产业园区
等逐户走访，与无信贷业务
关系的客户跟进对接，满足
其合理的资金需求。1月份，
新评定农户信用户478户，核
发贷款证275个，新发放贷款
3392万元。 (王朋)

今年以来，禹城农商行
针对春季是农村信贷市场活
跃期的实际，在加强旺季营销
督导调度的同时，在全辖开展
了以金融服务“进农村、进社
区、进农户”为主要内容的走
访调研活动，深入了解各层面

客户贷款需求和现金流量，掌
握全辖信贷产品投放现状及
节奏，一户一策，制订贷款计
划、扩大信贷规模，积极吸储
存款、增加低成本资金，进一
步拓宽了市场，增强了持续健
康发展能力。 (季海)

“没想到在网上点几下
鼠标就能直接还贷款，现在
真是太方便了。”近日，禹城
市房寺镇的李大哥在农商行
信贷人员的指导下，通过网
上银行偿还了自己的贷款。

近年来，禹城农商行狠
抓电子银行业务拓展和服
务方式再造升级，开通电子
银行贷款业务，客户通过网
上银行等电子渠道就能自

助办理贷款查询和贷款还
款等业务，自助完成查询本
人名下贷款账户信息及还
款明细，同时可以实现提前
还本、偿还欠款和贷款结清
等服务功能。该业务的开通
运行，为客户及时偿还贷
款、保持良好信用记录提供
了便利条件，同时提升了服
务水平。

(张静 侯晓慧)

今年，禹城农商行推行
服务升级，实行人文关怀服
务。在服务柜台和等候区，配
齐点钞机、老花镜、等候座椅、
报刊杂志、意见簿、饮水机等。
对农村地区行动不便或因病

长期卧床的孤寡老人，确需
由本人办理的特殊业务(如
密码挂失重置、存折挂失补
办等)，实行登门现场办理，
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张帅 邢岩)

禹城农商行以新农村
社区建设为契机，积极与
禹城市“两区同建”办公室
沟通联系，充分了解社区
建设情况，对现有及在建
的 2 6个社区进行走访调
查，挑选出金融需求旺盛、
治 安 环 境 较 好 、规 模 在
5000人以上的三个社区(安

仁镇王子付社区、辛寨镇
梁河社区、房寺镇邢店社
区)作为“三大工程”样板社
区，进行重点建设，实施自
助设备、POS机具、农民金
融自助服务终端“三级布
放”，使广大群众足不出村
就能办理各项基础金融业
务。 (张静 刘强)

禹城农商行做优社区金融服务

禹城农商行推广网银还贷业务

禹城农商行做强服务品牌

禹城农商行开展“金融服务进万家”
活动成效初显

禹城农商行“三进”拓市场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刘
振) 近日，国家环保部华东督
查中心对德州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进行督查，督查组共检查10
个县市区，通报了7大类问题。
对此，德州市政府立即组织召
开了大气污染防治整改专题会
议，对整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会上重申，华能电厂等大气污
染源企业必须在6月30日前实
现达标排放。

会上印发了《关于做好环
保部大气污染防治督查通报
问题整改工作的通知》，明确
了责任部门和单位，制定了详

细的整改措施，提出了具体的
整改要求和完成时限。会议要
求各县(市、区)政府(管委会)
全面负责本辖区问题的整改
落实，对号入座，并采取强力
措施取缔辖区内污染严重的
土小企业、作坊。按照从易到
难、由点到面、由浅到深的原
则，能当场解决问题的就立即
解决，不能及时解决的制定任
务时间表，确保问题彻底解
决。

“能立即整改的立即整改，
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提交整改进
度表，不止是七大类问题，要针

对所有的环境问题开展大排
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县
市区政府进行彻底整改和排
查，切实解决影响大气环境质
量的问题。所有的违规小土窑、
小作坊，一经发现或举报，将立
即查处。”26日，德州市环保局
工作人员介绍，环保部门将加
大执法监管力度，对环境违法
违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和打
击；对涉嫌犯罪的，要坚决移交
司法部门依法处理，确保问题
整改到位。

会议还明确了各相关部门
的责任分工，市住建局牵头负

责全市建筑工地、沙石料厂扬
尘污染问题的整改落实，市国
土局牵头负责粘土砖窑的取缔
和整治工作，市城管执法局牵
头负责城区道路扬尘、城区煤
厂扬尘、垃圾落叶焚烧污染问
题的落实，市公安局负责黄标
车禁行、查处相关措施的落实。

此外，要严格落实《德州市
人民政府关于对华能国际德州
电厂等企业实施限期治理的通
知》要求，各相关大气污染源企
业必须在2014年6月30日前完
成限期治理任务，并按新的标
准实现达标排放。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刘
振 ) 连日来的雾霾天气，让德
州开启了“仙境模式”，空气质
量下降为严重污染或重度污
染，为此德州市政府在22日启
动了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6
日，德州空气质量上升为中度
污染或轻度污染，当日德州终
止了《德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
预 案 》Ⅲ 级 黄 色 预 警 应 急 响
应。

受京津冀地区大范围雾
霾影响，德州空气质量排名跌
入全省倒数，自2 2日起，德州
市政府启动了Ⅲ级黄色应急
响 应 ，提 醒 广 大 群 众 注 意 防
护。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脏
病、肺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
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
群应减少户外运动；中小学及
幼儿园停止户外运动；施工工
地加强扬尘污染防治；加强道
路机械清扫保洁，减少道路扬
尘污染；加强重点大气污染源
的监管，确保达标排放。

26日，市区空气质量有所
好转，空气质量等级由零时的
中度污染逐步上升为1 9时的
轻 度 污 染 。根 据 德 州 市 气 象
台、监测站提供的数据，2 6日
16时德城区AQI指数为197，
已低于预警条件。预测未来24
小时德城区指数为1 0 8，未来
48小时指数为163。按照《德州
市 重 污 染 天 气 应 急 预 案 》要
求，德州市政府决定终止Ⅲ级
黄色预警应急响应。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王明
婧 通讯员 赵庆川) 近日，经
济技术开发区在区污水处理厂一
期工程基础上，建设了日处理两
万吨污水的二期工程和日处理4
万吨污水的三期工程，提前实现
了污水处理全域覆盖。

经济技术开发区把海河迎查
作为推进水污染防治、打造生态
科技城的重大机遇，还采用BOT
模式，兴建了两处日处理两万吨
的污水处理厂，提前实现污水处
理全域覆盖。污水处理项目全部
运行后，日污水处理能力将达到
12万吨。

污水处理厂

提前全覆盖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刘

振) 本报25日报道了《一座座
小土窑终日吐白烟》，引起了有
关部门的关注。吞吐烟尘的小
土窑何时停？德州空气能否改
善？26日，王杲铺镇大部分的小
土窑已经被环保部门停产整
顿，平原县其他所有的土法烧
炭和粘土砖小作坊将在3月8日
前全部整改。

26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
平原县王杲铺镇道口村，十多
个村民聚集在一间土屋门口，互
相之间少有攀谈。他们是被镇政
府通知来开会的，开会的内容是
关于他们身后的100多座小土
窑，“小土窑要关停了”这个消息

让不少人震惊，因为这些吞云吐
雾小土窑已经矗立了11年，成为
很大一部分村民的经济来源，也
是当地已成规模的产业。

“年轻时就起早贪黑烧窑，
一般俩窑就需要一个整人盯着，
还需要雇几个小工帮忙。”道口
村村民邢先生说，道口村大约有
400户居民，这100多座土窑属于
其中30多户村民，烧制出来的木
炭外销南京、上海、北京等大城
市。“烧出来的木炭主要是工业
用途，成品木炭按照质量成色等
售价在每斤5毛到1.5元左右。”

土法烧炭的成本很低、操
作简单，不少村民将此作为种
地之外的第二经济来源。在没

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的情况
下，小土窑带来的主要是烟尘
污染，除了木材燃烧时产生的
水蒸气外，还有一定量的一氧
化碳、硫化物等有害气体，另外
露天堆放的木材、燃煤、碎木炭
等也容易产生扬尘污染。

当日，平原环保局工作人
员已开始在道口村土窑的顶端
贴封条，并给村民下发了停产
通知，意味着今后这片小土窑
将不得再进行生产。邻近王打
卦乡赵庄的土窑烧的是锯末，
和道口村的烧炭工艺不同，赵
庄的生产规模更大，县环保局
将在27日对其进行全面取缔。
目前，平原县环保局已经下发

整改通知，要求关停全县所有
土法烧炭和粘土砖场和小作
坊，3月8日前全部整改完成。

“一袋子成品木炭从买木
材、烧土窑、运货、外销需要好
多个环节，带动了很多村民就
业，邻村的一些妇女也过来打
零工。突然一下关停了，买来的
木材都不知道咋办。”道口村村
民李先生称，大多数村民对这
次关停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当前是先停产所有小土
窑，如何在改善生产工艺，减少
环境危害的同时，确保村民的
经济收益，是下一步要重点研
究的。”平原县环保局一位工作
人员透露。

“一座座小土窑终日吐白烟”追踪>>

小小土土窑窑小小作作坊坊开开始始查查封封取取缔缔

26日，平原环保部门对辖区内的土法烧炭窑进行查封整治。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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