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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扶困难群体又出利好政策

失失能能老老人人每每月月最最低低补补贴贴6600元元
开公司办企业

营业场所放宽

14个单位

爱卫先进

山东福德重组环宇阳光

德德州州太太阳阳能能行行业业再再添添大大鳄鳄

本报6月29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柳俊星 ) 6
月2 9日，记者从德州市民政
局了解到，为提高失能老年
人福利保障水平，根据全省
统一部署，德州市将建立生
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
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即失
能老年人护理补贴制度，自
2014年1月1日起，失能老年
人每人每月享受不低于60元

的护理补贴标准。
德州市失能老年人护理

补贴发放的对象为：具有德州
市户籍的，享受城乡低保或散
居城市“三无”、农村五保待遇
的，生活长期不能自理、能力
等级为2-3(《老年人能力评估》
的老年人)以及其他生活长期
不能自理的智力、精神和肢体
重度残疾困难老年人。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按

照本人或其监护人申请、村
(居)委会审查、乡镇(街道)依
据《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评
估、县级民政部门审批的程序
进行。审批前按不低于20%的
比例对申报对象身体状况进
行入户抽查，并在村 (居 )公
示。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不计
入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

按照要求，德州市失能
老年人护理补贴标准为每人

每月不低于6 0元。由县 (市、
区)民政部门统一发放，可将
失能老年人护理补贴与低保
金、五保金一并发放，也可单
独 为 失 能 老 年 人 办 理 银 行
卡，通过金融机构按月实行
社会化发放。所需资金由省、
市、县三级财政共同担负。目
前，各县市区民政部门正在
进行各项准备工作，资金到
位后将及时发放。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孙婷
婷 通讯员 王华) 近日，德州
市出台《德州市市场主体住所(经
营场所)登记管理暂行办法》，此
办法有多个方面的亮点。

对于未取得房产证的市场主
体，可以提交合法的证明文件。属
于自有房产但未取得房屋产权证
明的，提交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各类经济开发区(经济产
业园区)管委会、社区、村(居)委会
等机构出具的场所证明，场所证
明包含场所的具体地址和权属主
体。同时，允许“一照多址”和“一
址多照”。市场主体可以在住所外
增设经营场所。经营场所与住所
在同一县(市、区)区域内的，市场
主体可以选择办理经营场所备案
或分支机构登记(农业种植基地、
畜牧业养殖基地、生产车间和仓
库可不办理登记或备案)，办理备
案登记的，登记机关在其营业执
照上加注经营场所地址，允许“一
照多址”。能够有效区分出独立区
域的集中办公区可以登记多个市
场主体，即“一址多照”。

11家企业

完成股改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张勇) 29日，记者从

德州市科技局获悉，目前全市已
有6家科技成长型企业完成上市
挂牌；11家企业完成股改，10家企
业正在进行股改，20家企业已制
定股改计划。德州以扩张企业规
模、优化融资结构、加快企业上市
和提升创新能力为培植重点，扶
持科技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

今年，全市科技成长型企业
已完成融资31 . 81亿元，其中，直接
融资5 . 47亿元，占比为17 . 20%。“引
导企业加大项目和研发投入，提高
技术研发的深度和广度。”德州市
科技局工作人员称，督促企业筛
选、储备、申报、对接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集中解决制约企业项目
建设的土地、证照、资金等瓶颈问
题，保障重点项目提前建成投产。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王乐
伟) 日前，山东省爱国卫生运动
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命名
2013年度山东省卫生先进单位的
通知》，确定命名济南市大明湖
小学等230个单位为2013年度山
东省卫生先进单位，德州市14个
单位上榜。

根据《山东省卫生先进单位
标准(2012年版)》和《山东省卫生
先进单位考核命名和监督管理
办法(2012年版)》，经各级爱卫办
逐级申报、审核和现场检查，省
爱卫办抽查，确定命名济南市大
明湖小学等230个单位为2013年
度山东省卫生先进单位。

据了解，德州市共有14个单
位上榜，分别是德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中澳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齐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德城区妇幼保健院、齐河县水质
净化厂、齐河县焦庙镇中心卫生
院、齐河县黄河河务局、齐河县
教育局、齐河县华店乡人民政
府、齐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齐河县祝阿镇人民政府、夏
津县第二实验小学、庆云县人民
法院、乐陵市公路局。

28日，首届山东省旅游饭店行业服务技能大赛德州选拔赛举行，9家旅游饭店70多名选手参赛。
比赛项目包括了中餐摆台、西餐摆台、中式铺床、鸡尾酒调试等，精确到秒和厘米的规则考验了不少
选手，打分标准甚至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两位。 本报记者 马志勇 刘振 摄影报道

考验精细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孙婷
婷) 29日，山东福德与环宇阳光
战略重组仪式举行。据了解，自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太阳
能光热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培育了
一批优秀品牌。近几年，受经济
发展放缓和太阳能行业升级转
型的影响，行业内的企业无不积
极调整自身业务，适应新的市场
环境。重组后，福德形成淄博、德
州、四川三大生产基地，产品谱

系将更加完善，战略布局将更
加优化，综合实力将更加强大，
在新的起点实现新的腾飞。

随着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携手合作，共同发展，成为时代
的趋势。福德太阳能经过多年
的发展，拥有良好的品牌知名
度，环宇阳光太阳能具备先进的
平板太阳能生产基础与技术，本
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福德和环宇阳光走到了一起，实
施战略重组，发挥各自资源优

势，优化产业布局，增强品牌影
响力，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

环宇阳光太阳能是德州嘉
诚集团旗下专业从事太阳能热
利用科技研发、太阳能热水器
产品制造、太阳能热水器销售、
太阳能热水工程施工于一体的
子公司，拥有世界领先的先进
平板生产设备和生产线，以及
省内最大的平板生产车间。

而战略重组的另一方山东
福德科技有限公司，自2004年

第一台太阳能热水器上市以
来，尤其是2009年实行产业升
级战略后，销量和综合实力出
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年均销
售额增长70%的“福德速度”。

“福德在取得成绩的同时，在发
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福德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房富民介
绍，产品线急需升级，以满足
不同区域市场的需求。“市场
需求向平板侧重，福德面临平
板压力。”

价格调节基金
最迟半年后征收

本报6月29日讯(记者 王
明婧 通讯员 杨军志 ) 价
格调节基金自7月1日开始实
施，目前德州市物价部门正会
同有关部门、单位有序开展市
级价格调节基金启动前的各
项准备工作。据悉，价格调节
基金最迟半年后开始征收。

目前，德州市95%以上的
商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实行
市场调节，由经营者根据市场
供求状况自主定价。长期以
来，地方政府实施价格调控，
较多采取临时价格干预等行
政手段，但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容易打乱正常的市场运行
规律，不宜常态化使用。因此，
价格调节基金是重要的经济

手段。
从各市情况看，省内只剩

德州尚未建立价格调节基金
制度。除济南和青岛采取财政
拨付方式外，其余地市均采取
社会筹集方式。价格调节基金
可用于调控价格、稳定市场、
补贴低收入群体等，但在德州
市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属于
新生事物的基金未免会触动
一些现实利益，遇到一些阻
力。目前，德州市价格调节基
金实施细则正在商讨阶段，暂
未确定是按季度还是按半年
度征收，但开征时间最晚不会
超过半年以后。德州市有关部
门也正有序开展前期工作，确
保价格调节基金的正常运行。

18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被注销

本报6月29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姚丽敏) 29
日，记者从德州市人社局了解
到，2013年度全市各类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年检工作已
结束，18家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被依法注销，终止其人力资
源服务业务。

“被注销的18家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中，有的因经营不善
倒闭，有的不按时进行年检，
有的不提供各种相关数据，拒
不配合年检。”德州市人社局
劳务输出管理科相关负责人
说，被依法注销的18家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有的从事劳务中
介，有的从事职业介绍，还有
的从事劳务信息咨询服务。这

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一旦出现
问题，将对务工人员形成误导，
给劳动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其中，18家被依法注销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包括青岛
汇鑫成劳务服务有限德州分
公司、德州市鑫源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德州市新未来职
业咨询服务中心、德州巨嘴鸟
工贸有限公司等，其人力资源
服务业务被终止。10家放心民
办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包括德
州五环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德
州德仁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德
州市登利喜劳务派遣有限公
司、乐陵市海乐人力资源有限
公司、乐陵市劳务经济技术总
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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