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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发货140余吨物流成本明显降低

京京津津冀冀货货运运价价格格便便宜宜了了99成成

一一边边在在外外打打工工一一边边赚赚流流转转费费
非农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6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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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号”五天四夜跨海航行

国国庆庆节节来来趟趟韩韩国国浪浪漫漫之之旅旅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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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物业霸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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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权颁证中心成立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孟宪雷) 18日，记者从德州市临邑
县纪委获悉，为从严治理公职人员借给
子女举办“升学宴”之名敛财，临邑县纪
委对该县子女升学的公职人员进行摸
底统计，200余名有子女升学的公职人员
签订了不举办“升学宴”的承诺书。

在临邑县纪委办公室里，收上来的
《临邑县党员干部职工子女高考升学情况
统计表》存档成册，表上详细记录了公职
人员姓名、职务、配偶姓名及学生姓名等
信息，供纪委工作人员后期核实、调查之
用。此外，临邑县纪委、监察局还不断进行
明查暗访，一经查实，在全县范围内通过
文件、电视、报纸、网络等进行通报，并追
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同时，实行有奖举报，
通过设立有奖举报电话、开通举报电子邮
箱等方式，畅通举报渠道。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王乐伟) 2013

年平原县被列为国家级农村妇女宫颈癌
检查项目试点单位。18日，记者了解到，平
原县2014年筛查工作已经启动，截至目前，
已筛查10750人，完成筛查任务的65 .43%。

在筛查过程中，各乡镇卫生院医生负
责对参检对象进行初步的信息核对，并把
相关内容填入筛查个案表。每个参检人员
在拿到个案表后，进入妇检环节。妇检完
成后，参检人员的个案表及宫颈取样标本
等有专人封存，每天送至县妇幼保健院，
省检验中心每天将标本取走进行化验检
查。与此同时，平原县卫生局积极对参检
妇女进行健康知识宣教，进一步提高了广
大妇女对生殖健康的认识。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张延宁 通讯
员 邱晓云) 近日，记者从禹城市物价局
了解到，禹城市物价局自8月中旬起，开展
为期2个月物业管理市场秩序整顿，对物
业合同进行主动监管，主动备案，整理出
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霸王条款”。

禹城市物价局将对近期收集到的
300份各类物业服务协议，整理出明显违
反法律规定的“霸王条款”。对物业合同
中存在“办理入住手续时，水、电、暖、气
等代收费用及物业费一并交齐，否则不
交钥匙”，“业主逾期不交物业费，物业公
司保留停电、停水等强制措施的权利”等
款项的，要求其公司立即删除或变更条
目。同时，对强制性交易服务、损害消费
利益、剥夺消费者知情权等欺诈行为进
行重点整治。此次整顿活动中，共检查物
业公司8家，查处物业合同违法行为10

起，纠正各类“霸王条款”30多条。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刘振 ) 19

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乐陵市成立了
德州市首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
记颁证咨询服务中心，专门解决农民土
地矛盾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据了解，该中心旨在维护农民土地合
法权益，减少土地纠纷，促进集体土地流
转，盘活农村存量用地，顺利推进工业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咨询的范围包
括：乐陵市郑店、孔镇、化楼、黄夹、花园、
朱集、胡家、西段、大孙、丁坞、郭家、杨安
镇、寨头堡、云红、市中、铁营的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服务。

据介绍，该中心抽调经管、信访、市
民热线、法院等8个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联合办公，以便及时处理由于确权登记
颁证工作引起的农村土地矛盾纠纷，并
解答群众的政策咨询等问题。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楚
俊玉 通讯员 赵双) 7月20
日5时许，随着首趟京津冀货物
快运列车停靠长庄火车站，标
志着京津冀货物快运网德州段
正式运行。8月19日，记者了解
到，该列车运行一个月共发送
货物140余吨，运价较开通之前
相差近10倍，便宜了9成。

“京津冀货运列车开通
一个月共发送货物143 .6247
吨，其中7月份发送货物2370
件、38批次、52 .62吨，8月份发
送 货 物 8 5 0 2 件 、8 2 批 次 、

91 .0047吨。”长庄火车站京津
冀货物快运列车办理站一魏
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主要
以5吨以下的纸箱类货物为
主。该工作人员称，京津冀货
物快运列车开通之前，货物
主要在火车站行李房发送，
价格较贵。以德州到北京为
例，不大于300公斤的货物，通
过京津冀货物快运列车发送
只需23元，通过火车站行李房
至少需要200元，价格相差近
10倍。

记者还了解到，8月16日

又增加了80393次列车，加上
之前运行的80384次列车，目
前经停德州的京津冀货物快
运列车共两列。凡单件体积
在0 .02立方米以上或重量在
10公斤以上，单件重量在1 .5
吨以下、体积在2立方米以下
或长度在5米以内的货物，且
不属于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或
需要专办运输、危险、易污染
等货物，可通过12306电话热
线、网站、铁路办理站等方式
办理。单件重量在1 .5吨及以
上、体积在2立方米及以上、长

度在5米及以上的货物，需由
北京铁路局货运客户服务部
12306客服代表负责确认受
理。

据了解，京津冀货物快
运列车成功开行，是铁路在
降低社会物流成本中进一步
发力的重要标志。据国家统
计局2013年全国物流运行情
况通报显示，2013年全国社会
物流总额197 .8万亿元，同比
增长9 .5%；社会物流总费用
10 .2万亿元，同比增长9 .3%，
物流成本依然较高。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刘振 ) 您是否向往大海的
波澜壮阔，您是否欣赏海天
一色的纯美与浪漫？在这个

“十一”假期，本报与渤海轮
渡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齐
鲁晚报号”豪华邮轮将带您
去 韩 国 ，五 天 四 夜 跨 海 航
游，与大海进行一次亲密接
触。

面对大海，在天蓝与海
蓝间放纵自己的灵魂，舒展
双臂，微阖眼瞳，天马行空，
无限徜徉。这是立足于天地
间的磅礴，这是飘然而至的

空灵。
置身于豪华邮轮的游泳

池内，身下涌动的是另一片
蓝，手中摇曳的是那点滴的
红，从陆地尘土间带来的疲
惫与尘埃仿佛都消失不见，
唯剩下心灵深处的纯粹。

“ 满 载 亲 情 驶 向 浪
漫”，这不是艘冰冷的奢华
邮轮，这里有温情，有寻梦
的年轻人，有热恋的情人，
有新婚小夫妻，有温馨的一
家三口，有幸福的老人。对
海，大家有着不同的偏爱，
但大家在海上漂流的这几

天，无论是海上日出，还是
日落海平线，相信总有一瞬
美景吸引您。

“齐鲁晚报号”豪华邮轮
10月3日从烟台出发，要到达
的地方之一便是有着“浪漫
之岛”之称的济州岛，带您体
验不一样的异国海岛风情。
小情侣、新婚夫妇或携手多
年的老夫妇都可以在那里享
受“山盟海誓”，重温浪漫时
光。

本次航行时间截至10月7
日，五天四夜，除了在韩国首
尔和济州岛进行观光，随后

将在公海巡游。您可以尽情
享受五星级邮轮的各项娱乐
设施，也可以悠闲地躺在甲
板躺椅上，安静惬意的享受
碧海蓝天。

现在报名可优先挑选舱
房，海景房、内舱房、迷你套
房、豪华露天阳台套房，总有
一款适合您。四人舱和三人
舱最低票价分别为2400元/
人和2600元/人，下铺最低价
格为3488元/人起；普通两人
舱票价为3388元/人起。“十
一”有出游计划的朋友们，跟
我们一起海上航游吧！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宋开念) 继
户籍制度出现革命性变化之
后，国土资源部下文要求加快
推进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
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这
说明土地领域的改革正在向
深水区迈进。19日，记者从有
关部门获悉，目前德州在农村
土地确权、流转、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等方面取得明显
成效，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已达210多万亩，529个村完成
了确权登记工作。

“农村土地流转提高了农
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水
平，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譬
如临邑县临南镇解家村就实
现了大棚菜规模化种植。”德
州市发改委工作人员介绍，土
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经营，避免
和减少了分散经营造成的农
机具闲置和浪费问题，如德城
区黄河涯镇前仓村建立了高
科技现代农业示范园，农民年
均增收60多万元。“土地流转
使农民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
来，农户拥有长期稳定的流转

收益，还可以外出务工或投身
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目前全市
非农收入已占农民人均纯收
入60%以上。”

目前，禹城、乐陵、齐河、
平原、宁津等县市先后出台土
地流转鼓励政策，农村土地流
转呈现了快速发展态势。截至
目前，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
已达210多万亩，占耕地总面
积的23 .2%，其中，300亩以上
规模经营主体达到346个，流
转土地面积43 .24万亩，占流
转面积的21%。截至目前，全

市12个县市区的129个乡镇、
4858个村开展了这项工作，其
中472个村完成了确权登记工
作。

“新型经营主体采取承
包、租赁、股份合作等多种形
式，将农户分散土地集中规模
经营，解决了农民外出务工无
人种地问题。”德州市发改委
工作人员称，截至目前，全市
流转入各类经营主体的土地
面积达110多万亩，培育农民
合作社10846家，培育家庭农
场484家。

8月19日，东沟改造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工作人员在为以樱花为主题的铁艺小品刷漆添彩。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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