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村村一一品品””省省字字号号再再添添77个个村村镇镇
全市数量共计达12个

临邑>>

打造环济防控圈

C06
今日德州

县市区 2014年7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张晓琳 组版：闫继军

禹城>>

法律讲堂进社区

水沟玩悬

德城区>>

散装汽油不能随便卖

禹城>>

千余学生获百万助学金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车丽娜) 连日来，临邑县公安局多
部门警力联合在临南公安检查站迅速启
动“环济防控圈”工作，加强入济车辆查
控，确保省会安全。

行动中，该县交警、防暴、治安、派出
所等警种联勤联动，全天24小时对进济
车辆开展治安检查。按照“逢疑必查”的
原则，加大对7座及以上车辆、长途客车
和危化物品运输车的检查力度，并对可
疑人员、车辆、物品进行核查，坚决不让
一枪一弹、一名危险人员、一件危险物品
经由临邑流入济南。

目前，该县共出动警力320余人次，
检查车辆960余辆次，盘查形迹可疑人员
930余人，切实保障进济车辆和人员的安
全，创造了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王建芬) 近日，禹城举办了“法律讲堂”

进社区广场宣传活动，吸引社区居民500多
人参与，收到良好的效果。

法律服务人员充分考虑到社区居民
白天忙于工作的实际情况，利用晚上时
间组织培训，受到了社区居民的热烈欢
迎和一致好评。“法律讲堂”由司法局长
期在一线从事纠纷调处工作的律师进行
授课，他们了解社区居民的法律需求，内
容针对性强，有助于引导居民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矛盾。

这次“法律讲堂”走进社区广场活
动，现场解答法律咨询60人次，发放法律
明白纸、社区居民法律知识手册、法律援
助手册600多份，此次活动真正让居民在
家门口就能学到正确的法律知识，增强
了居民的法律意识。

本报 7 月 1 7日讯 (记者
楚俊玉 通讯员 骆兰

平 ) 近日，省农业厅公布
第二批山东省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名单，共 106个村镇
入选，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
镇前寨村等 7个村镇入选。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2个村
镇入选“省一村一品示范村
镇”。

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
德州市入选的有德城区黄河
涯镇前寨村的桃、武城县李
家户镇王家户村的食用菌、
夏津县雷集镇大姜庄村的黄
瓜种、齐河县祝阿镇的西瓜、
乐陵市杨安镇的调味品、临
邑县理合务镇的西葫芦和平
原县前曹镇的西红柿。加上
首批入选的齐河县宣章屯镇

等5个村镇，目前全市共有12
个村镇入选“省一村一品示
范村镇”。

据了解，一村一品示范
村镇是指主导产业突出，品
牌优势明显，农民增收效果
显著，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的
专业村镇。申报村镇主导产
业主要是种植业、养殖业、农
产品加工业，也可以是休闲、

文化等，产业收入能占全村
农业经济收入的60%以上或
占全镇农业经济收入的30%
以上，从事主导产业生产经
营活动的农户数占专业村、
专业乡镇农户总数的比重分
别为50%以上和30%以上，主
导产品市场影响大，标准化、
规模化程度高，组织化水平
高，持续发展能力强。

本报7月1 7日讯 (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史学

森 ) 17日，记者从德城公
安分局了解到，为有效遏制
不法分子利用散装汽油实
施违法犯罪活动，德城分局
开展夏季严打整治行动，要
求实名制购买散装油，截至
目前已有 7人无证购买被
拒。

据了解，在各加油站点，
德城分局民警与经营负责人
签订责任书，严禁随意销售
散装汽油。对确需购买的，一
律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对
确需使用散装油的单位或个

人，严格按要求出具证明和
证件。如实登记购买人姓名、
居民身份证号码、购买数量、
用途等情况，确保散装销售
流向清楚。截至目前，各加油
站点共实名登记购买散装油
人员30余人次，有效掌握了
散装油的去向和用途。

此外，要求各加油站严
禁给无牌照的二轮摩托车、
三轮摩托车、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加装助力装置的人力
三轮车、燃油助力自行车等
加油。截至目前，德城区各加
油站点共拒绝7人次无证明
购买散装油。

县域快讯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朱秀丽 )

近日，禹城市2014年春季
高中阶段、学前教育阶段政
府助学金发放到位，本次共
有898名贫困高中生和677名
贫困幼儿获得资助，助学金
总额达107万余元。

据了解，普通高中和学
前教育助学金在每年的秋
季评出，分春秋两季进行发
放。普通高中资助面约占普
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10%，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1500元，按照每生每学年
1000元、1500元、2000元三个

档次发放。学前教育的资助
范围是经该市及以上教育
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
性幼儿园3-5岁在园家庭困
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
普惠性幼儿园包括公办、公
办性质幼儿园及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不包括托儿所、
亲子园等早期教育机构。平
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1200
元。具体分为3档，1档1000
元，2档1200元，3档1400元。助
学金主要用于幼儿在园期
间的保教费及伙食补助，资
助比例为普惠性幼儿园在
园幼儿的10%。

临邑>>

60余干部考党纪法规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弭尚书 )

单人单桌、按序排座、全员闭
卷，“考生”们都在聚精会神
答题，从县委党校请来的监
考老师认真地巡走在各个角
落……7月16日，临邑县纪
委、监察局组织委局和乡镇
纪检干部60余人开展了党
章、党纪法规知识测试，这已
经是该县今年纪委组织纪检
干部开展的第三场闭卷考
试。

临邑县纪委、监察局规

定，凡考试分数在80分以下
(总分100分)的“考生”将受到
通报批评，同时由所在支部
补课，组织再补考，直到考过
为止。

据悉，在贯彻中央纪委
“三转”要求过程中，该县纪
委、监察局以学考结合的方式
提升纪检监察干部自身素质。
仅今年上半年，该县纪委、监
察局就先后组织开展了案件
查办、信访、案件审理专题培
训班，反腐倡廉宣传报道、纪
检监察信息业务培训班。

武城>>

12名暗访员纳入数据库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梁峰 ) 近
日，在武城县一项部门(单
位)作风建设民意调查中，群
众满意率达98%。这得益于
该县推出的作风建设暗访员
数据库新举措。

今年来，为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切实纠正干部
队伍中庸懒散行为，该县建
立作风建设暗访员数据库。
数据库人员由该县委组织部
推荐，县纪委审核把关，从近
年新录用人员中，挑选12名

责任心强，公道正派、保密意
识强的人员为作风建设暗访
员，纳入数据库由县纪委统
一管理。

暗访员佩带暗访机器，
由县纪委带队，不定期、不定
时、不定员、不定单位和不打
招呼“五不定”原则，对各部
门(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市委“八条禁令”和县委

“十条禁令”情况进行暗访，
对发现公款吃请，上班玩游
戏、聊天，迟到早退等行为问
责曝光。

7月16日中午，齐河县公安局宣章派出所民警出警返回途中，发现深水沟里几名儿童拿泡
沫板当船，用木棍当浆，玩得非常开心，但随时可能发生危险。民警急忙下车把几名小学生叫上
岸，劝返回家。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诚 摄影报道

平原>>

取缔非法电镀厂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房德进) 近日，平原县环保局、公
安局采取联合行动，对隐蔽在王杲铺镇
废弃厂房里的一处小电镀厂进行突击检
查并予以查封，企业负责人因涉嫌污染
环境罪而被批捕。

该电镀厂采用酸洗、电镀锌、钝化等
简单工艺生产万向轮配件，且没有“环
评”、“工商营业执照”等合法手续，没有
污水处理设施，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
废酸、废液等直接排至车间南侧的无防
渗漏措施的地面上，属国家明令禁止和
取缔的十五土小企业。

经检测，企业排放的污水，PH值为
1 . 7，属强酸性；总铬浓度为12毫克每升，
超标准值7倍。企业负责人当天已被公安
部门刑事拘留，目前已被检察机关批准
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禹城>>

阿波罗酒店挂四星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杨栋) 近日，经省旅游星级饭店评
定委员会评定，禹城市阿波罗大酒店被
评定为四星级旅游饭店，填补了禹城市
无四星级旅游饭店的空白，成为德州市
境内6家四星级旅游饭店之一。

去年，阿波罗大酒店正式启动四星
级旅游饭店创建程序，阿波罗大酒店投
入近百万元，对饭店前厅、客房、餐厅以
及其他辅助设施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强
化培训，提高服务水平。

近日，省、市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
员会的领导专家两次现场检查评审，对
该饭店四星级旅游饭店创建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顺利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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