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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我我爸爸爸爸不不是是坏坏人人，，不不要要带带走走他他””
小女孩替酒驾爸爸哭泣求情，民警着便装开私家车化解尴尬

车车管管所所录录入入系系统统少少了了““两两个个区区””
一市民因此住址存疑难报驾考

临邑农信社坚持以人为
本，以部门工会为媒在全县
积极开展营造和谐氛围，打
造“幸福农信”活动。

每早一晨练，即利用每天
早上时间，聘请太极拳教练组
织员工进行健身操锻炼。每周
一课，利用每周六晚的时间分
专业、分批次由业务部室集中
进行业务学习，提高员工技
能、素质，促进岗位成才。每月
一比拼，组织员工进行岗位大
练兵，大比武活动，逐渐形成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
培的良性循环机制。每季一谈
心，通过谈心谈话活动，加强
心理沟通，增进团结，化解矛
盾。每年一体检，每年都会安
排专项资金，为职工进行免费
查体。同时，改善职工就餐环
境。 (王丽)

为进一步强化问题整
改力度，进一步提高内控管
理水平，切实将问题整改落
到实处，陵县联社创新组织
召开审计问题“听证会”，重
点围绕前期审计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按部室职能分工
深入分析了各自业务条线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
治理措施与管理目标，其他
参会人员以“听证人”的身
份认真听取发言，并结合工
作实际，进一步提出建设
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
议，“听证会”的召开，有效
推动实现了审计发现问题
的对口负责制，为审计整改
工作的深入开展和内控管
理水平的稳步提升奠定了
良好基础。

（孙跃芬 宋健）

为进一步加强联社廉
政建设，结合已开展的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陵县联社多项措施强
化廉政建设。

一是全员签订廉洁承
诺书。从班子成员到基层网
点员工全部签订了廉洁承
诺书，立下“军令状”，增强
全员廉洁自律思想意识。

二是强化制度建设，强
化监督机制接受群众监督，
加强廉政教育，开设法律讲
堂，严厉打击不正行为，筑
起防范高墙，严堵不正之
风，将铺张浪费、公款吃喝、
公车私用的问题拒之门外，
在全社形成廉洁自律的良
好风气。

（马恒滨 宋健）

为 进 一 步 提 高 联 社
档案管理水平，保证业务
资料的完整性、安全性，
陵 县 联 社 组 成 档 案 检 查
小组，对全县所有网点的
会计档案、信贷档案、档
案 室 建 设 进 行 了 全 面 检
查，并对检查的问题认真
梳理形成问题台账，明确
整改时限；整改结束后，
档 案 检 查 小 组 对 存 在 的
问 题 进 行 了 后 续 审 计 检
查，确保各项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有效督导了各网
点 进 一 步 规 范 档 案 管 理
工作，确保每份档案全部
按账、簿、表、证、文件等
分类入档保管，有效提高
了档案管理水平。

（孙跃芬 宋健）

近日，陵县联社组织召
开了银企对接洽谈会，全县
79家优质企业家代表参加
了会议。会上，该联社对信
贷产品、贷款办理流程及电
子银行业务进行了详细介
绍；并对信用社各项产品、
业务优势进行了总结；现场
听取了企业家对联社的意
见与建议，解答了企业家的
业务咨询；最后，到会的57
家企业填写了贷款需求意
向书，最终达成有效贷款需
求企业39家，共4 .5亿元，全
面摸清了县域优质企业信
贷需求情况，为下一步提供
及时、充足的信贷资金支
持、助力企业发展奠定了良
好基础。

（袁长莹 宋健）

武城县农信社转变工作
思路，增强竞争意识和危机意
识，提高主动营销能力；领导
带头营销和分层次营销，提高
全员揽储积极性；提高服务质
量、延伸服务领域、增加服务
设施和提高服务手段，提高柜
面吸储能力；加大新产品的推
广力度，提高客户忠诚度；并
充分发挥人脉资源，不断开拓
新的市场空间，保持了存款的
快速增长，酣畅淋漓地打赢了
一场存款保卫战。截至目前，
该社各项存款余额达到40.2亿
元，市场占有率34%；新增存款
5.1亿元，市场占有率52%；该社
累计投放各类贷款27.2亿元，
市场占有率37%；新增贷款6892
万元，市场占有率达49%。

(孙灵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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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突破40亿元

本报2月26日讯 (记者 孙
婷婷 ) 去年由于奶源紧张，市
场上牛奶价格大幅上涨，且难
见袋装奶。2 6 日，记者从城区
多家超市了解到，春节过后，
牛奶价格出现松动，有的品牌
牛奶每箱降价2元钱，还有的推
出“买一箱赠一包”的促销活
动。

26日上午，在大学路一家超
市内，工作人员正忙着将袋装的
牛奶摆放在货架上。“节后市场需
求量明显减少，加之奶源充足，不
少品牌牛奶已经开始降价。”工作
人员陈女士介绍，她听送货商说，
有的品牌牛奶已出现每箱降价5

元的情况。
“现在伊利牛奶每箱降了

两元钱，而且春节前很多品牌
奶都只供盒装，现在袋装、盒装
供应商都能供应。”长河大道上
好邻居超市的工作人员介绍，
伊利牛奶由春节前的每箱41元
钱降至 3 9元，每箱袋装牛奶由
春节前的32元降至30元。

湖滨中大道上一家常年经营
乳制品的商店工作人员介绍，每
箱牛奶赠送一包。“赠送一包牛
奶，价格在2 . 5元-3 . 5元之间，相
当于降价。而且春节前由于奶源
紧张，保质期为三天的鲜牛奶断
货，近期才开始上货。”

品牌箱装奶

出现降价潮

气温一回升

菜价再回落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王明
婧 通讯员 祝青 ) 春节过后
气温骤降，蔬菜价格一直居高不
下。近日天气升温，部分蔬菜价格
开始下降。据监测，大白菜、黄瓜
价格比上周降了两成多。

据物价部门监测，2月25日的
蔬菜平均价格为2 . 1元每斤，较上
周相比下降4 . 0 6%。监测数据显
示，除油菜上涨外，芹菜、萝卜、茄
子、西红柿、土豆的价格与上周持
平，大白菜、黄瓜和卷心菜的价格
下降，其中大白菜和黄瓜降了两
成多。

物价部门工作人员分析，随
着气温持续上升，预计后期蔬菜
价格持续下降的空间较大。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贺
莹莹) 24日，弭女士向本报反
映称，驾校报名半年了，至今没
有学上车。原因是车管所录入
弭女士的档案时，因住址存在
争议受阻。

据弭女士反映，2013年5月，
她来到了驾校报名。“我问驾校
拿什么证明，他就说拿着身份
证，家不是本地拿着居住证。”
据了解，弭女士原是德州人，
2002年结婚时把户口迁到了滨
州婆婆家，外地户口在驾校报

名时要出具居住证，弭女士便
准备好相关材料后，来到派出
所办理了证件。去年9月1号，弭
女士再次来到驾校时，驾校工
作人员却告知弭女士，录入档
案时显示“行政划分与实际住
址不符”，弭女士居住的堤口新
居应该属于德城区，而居住证
上写的是“经济技术开发区堤
口新居”。

“接下来，我又联系派出所，
派出所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就
说确认地址无误。”弭女士告诉

记者，她又来到了车管所。工作
人员当即录入了一遍，显示就是
行政划分与实际住址不符。

了解情况后，记者首先来
到了弭女士办理居住证的新城
派出所高地警务室。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原来这片确实属于德
城区，身份证上也写的是德城
区，但是划分之后都会写经济
技术开发区。

在划分了经济技术开发区
之后，曾给堤口新居的居民办
过居住证，但从来没出现过这

样的情况。
随后，记者来到了车管所，

打开系统后发现根本没有经济
技术开发区，只有德城区和各
县的选项。工作人员说，“车管
所规定行政划分与实际住址要
相符，而系统中根本没有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选项。我们和省
里联系，让他们把系统里加上。
不光没有经济技术开发区，还
没有运河经济开发区，我们会
尽快解决。”现弭女士手续正在
逐步办理中。

本报2月26日讯(记者 董
传同 通讯员 滕兆来 ) 近
日，夏津县的一位“酒司机”在
被交警带上车去医院验血时，
其5岁小女儿哭闹着不让走。为
避免给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
影，交警特意换了两名便衣女
警开私家车将“酒司机”送到医
院。

2月22日晚，夏津县交警大
队在城区银城路开展酒后驾驶
集中整治行动。20时30分，一辆
黑色轿车由北向南驶来，发现

前方有交警后，驾驶人立即调
头打算逃跑，但因操作不当，轿
车被路边石卡住而熄火。交警
迅速上前将其拦住，发现驾驶
人是名30多岁的男子，后排座
上是一名妇女带着一个小女
孩。

经询问得知，他们是一家
三口，为庆祝女儿5岁的生日刚
从饭店吃完饭回来。交警让男
子进行酒精吹气检测，结果检
测值为“32”，男子涉嫌酒后驾
驶。为作进一步确认，交警决定

带男子到县医院验血。正当交
警要带着男子上警车的时候，
一幕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男子的小女儿突然冲过来抱住
男子的大腿哭起来，一边哭，一
边对交警说：“警察叔叔，我爸
爸不是坏人，你们不要带他
走！”

这场面让交警左右为难：
硬拉着男子上警车显然会给孩
子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可要
是放男子走，就会影响到公正
执法。经过商量，交警打电话叫

来两名身着便衣的女警，对小
女孩说：“爸爸不是坏人，他头
疼，要去医院看病。”在众人的
劝说下，小女孩总算松开手，两
名女警驾乘该男子的轿车拉着
他和他的家人赶到了医院。

经化验，该男子的血液中
的酒精含量达到了32mg/ml，确
认为酒后驾驶，交警随即对其
作出了罚款1000元、扣驾照12分
的处罚，并对该男子进行了批
评教育，该男子表示“就算为了
孩子以后也不会喝酒了”。

25日8时42分，平原幸福大道26公里处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
故，造成一人被困驾驶室。情况紧急，平原消防迅速出动赶往现场
处置。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杜长青 摄影报道

2月25日13时许，夏津县九龙泉洗浴中心附近有一轿车起火，
夏津消防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尹岩 摄影报道

闹市着火追尾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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