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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火车车站站脏脏乱乱差差该该管管管管了了

““代代整整治治””事事小小却却能能暖暖人人心心

□刘振

头条评论

记者来信

□王乐伟

精彩微博

本报推出“精彩微博”栏
目，只要您在德州，只要您发
了精彩的微博，在新浪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您的微
博就可能见报。欢迎大V小V

们参与。

远离毒品
@德州公安

一起来学习下青少年远
离毒品十不要：不因心烦而
借毒消愁；不因好奇而以身
试毒；不抱着侥幸心理接触
毒品；不结交吸毒或贩毒人
员；不在吸毒场所停留；不听
信吸毒是高级享受的谣言。
不接受吸毒人员递给的香烟
或饮料；不相信毒品能治病；
不要以吸毒为荣；不赶时髦
而崇拜吸毒者。

开车省油
@德州车管

1、按照汽车保养和维修
手册上推荐的方法，科学用
车；2、让胎压保持适当的水
平；3、给你的车辆减负；4、平
稳驾驶，不要开车太猛；5、尽
量挂高挡；6、高速使用定速
巡航；7、让你的车辆保持清
洁；8、避免让车长时间怠速；
9、加油不要太满；10、水温上
来后再加速。

正确报警
@德州消防

大多数人认为报火警就
是打119，有时一起火灾，消
防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电话能
达数百个。其实报告火警是
两层含义，第一是报告给身
边的人，第二是报告给消防
队。要看当时的实际情况，在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首要的
报警，是报告给现场的所有
人；其次是打119。或者两项
要同步进行。

我问你说
@德州市旅游局

我不问+你不说=这就
是距离；我问了+你不说=隔
阂；我问了+你说了=信任；
你不说+我不问=这就是默
契；我不问+你说了=这就是
依赖。心若亲近，言行必如流
水般自然；心若疏远，言行只
如三秋之树般萧瑟。不怕身
隔天涯，只怕心在南北。

售抵顶新车

★2012款，1 . 8L精英版：灰色、手动挡、带天窗，真皮座

椅,带行李架，倒车雷达。

★1 . 8L精英升级版：灰色、手动挡、带天窗、真皮座

椅，导航，DVD大屏幕，带迎宾踏板，倒车雷达。

★1 . 8L精英升级版：红色、手动挡、带天窗，真皮座

椅，导航，DVD大屏幕，倒车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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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增强审计服务业务发
展功能，庆云农信社创新审
计检查方式，按照突出重点、
瞄准关联、齐抓共管的工作
思路，推出了审计立体检查
新路子。该社针对转型发展
时期的各项业务风险点进行
了科学预判，明确了将抵质
押贷款作为重点审计检查内
容，将贷款手续是否齐全，抵
质押物是否合规，抵质押物
评估是否符合规定，抵押物
有无存在先抵押查封扣押等
作为重要检查内容。同时，该
社审计部通过对抵质押贷款
现状及风险点分析，对可能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预测分
析，明确了主查内容，制定了
检查方案，确保了重点检查
内容无漏洞，检查项目无死
角。 (吴恩峰 周赞磊)

今年来，宁津联社采
取多项措施提升安防管理
水平。一是对全县安防设
施进行摸底检查，每台设
备指定维护责任人，建立
全县安防设施管理台账，
保障安防设备24小时正常
运行。二是对监控设备运
行情况进行排查，对监控
主机老化、图像不清楚、漏
录影像资料等情况进行逐
一落实、整改。三是按照安
防设施达标要求做好维修
保养工作,对超使用年限的
及时更换、购置，调整安防
设施布局。四是强化枪支
弹药管理。加强枪支弹药
和持枪管枪人员的日常管
理，严格做好枪支弹药的
检查、调剂和更换工作。

(闫蕊)

8月14日，齐河农商银
行赵官支行的小书屋挤满
了看书的人，除了本支行
职工外，部分镇上的客户
听闻小书屋开放及时赶来
看书，寻找知识力量。今
年，齐河农商银行在全县
各基层营业网点推进“小
餐厅、小菜园、小书屋、小
浴室、小活动室”为主题的

“五小建设”活动，保证职
工学习有场所，娱乐有设
施，上网有去处，洗澡有浴
池，特别是在空地开发小
菜园，员工亲身参与感受
劳动与收获的欢乐，有效
提高了职工的生活质量，
丰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大大激发了职工们的
工作热情。

(王宁 魏宝瑞)

“灯和地板都有了，再买
点家具就能入住了。”刚刚领
到新楼钥匙的禹城市辛店镇
西苑村的王大哥说。近年来，
禹城市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
设，将空闲出来的土地进行集
中化管理，形成新的农业产业
园区，让农民朋友住进楼房的
同时，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道
路。禹城农商行走在支援农村
社区建设的最前列，协助政府
完成集资款缴纳、提供农民住
房贷款支持、共建新型种养殖
合作社、帮扶创建农产品深加
工企业等，累计投入信贷资金
超2亿元，支持新建及在建社
区22个、农业产业园区34个，
帮助广大农民实现“离土不离
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
就地市民化”的美好愿望。

（季海 李晨龙）

庆云农信社科学审计

规范抵质押贷款

宁津联社多措并举

提升安防管理水平

齐河农商银“五小”

建设幸福职工

禹城农商行

助农实现新愿望

破损的无主检查井盖、无主
排水设施等，在处理时容易造成

“拖拉”情况，给市民生活带来不
便，成为无人管理的盲区。为了
保障市民的生活不受影响，德州
城管执法部门针对数字城管中
心监控到的无主问题，启动“代
整治”。其实，虽然只是一个小小
井盖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地办
了件实事。

在城市管理实际运行过程
中，时常会遇到某些产权及责任
主体不明确“无人认领”，或者职
能交叉、涉及多个部门互相推诿

的案件。不管是无主井盖、无主
广告牌，还是无主排水设施，如
果不及时处理，这些“马路陷阱”
很有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而城管部门的“处置问题在先，
明确责任在后”，无疑减少了恶
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所以，毋庸置疑这是一项惠
民之举，对市民而言，幸福就存在
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细节
中，微小而具体，一点也不空洞。
生活在一个城市中，与市民息息
相关的，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城市
管理得规范、安全，市民也便生活

得更安心。
而“代整治”的启动，恰恰是

提高城市管理的有效措施。它彰
显的是相关部门的责任感和民
生情怀，也正是这样的为民办实
事，直接影响了市民的生活环
境、生活质量，从而提升市民幸
福指数。

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是一
个小小的井盖。群众满意不满
意，应该成为考核部门工作到位
与否的重要标准，要做到这些，
需要的是用“脚板走路”，真正地
为民办实事，这样的实事，多多

益善。
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

来，由于受不良政绩观的影响，
一些部门只愿意做“领导看得
见”、“上级易夸奖”等看上去表
面光鲜的事，对于一些事关群众
切身利益但不容易出政绩的事
物，缺乏热情甚至置若罔闻。不
管是什么部门，有关民生也好，
无关民生也罢，为民办实事，不
应该成一句口号，这应该是掷地
有声的承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
地落实到位，这样才能真正温暖
民心。

德州火车站站前广场改造
工程已施工一年，计划今年十月
份完工，但至今没有竣工迹象。
如今的火车站俨然成了“脏乱
差”的代名词，整个火车站站前
广场，以及周边的空地都堆满了
沙、石土料，道路坑洼不平，尘土
飞扬。出租车、三轮车，各种拉客
的人都聚集在此，火车站似乎陷
入了一种无人管理的混乱之中
(详见本报今日C05版)。

作为一个城市的窗口，火车
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德州两
会、资本交易大会，以及即将召
开的太博会，都给身为京津冀桥
头堡的这座太阳能城，带来越来

越多对外展示和推介的机会，同
时也给火车站带来了更严峻的
考验。当火车站的这些乱象，成
为市民诟病已久却也只能习以
为常的无奈时，这个城市的文
明 窗 口 ，便 被 抹 上 了 一 块 黑
斑 。本 该 提 供 出 行 便 利 的 场
所，却成了民众能绕开就不靠
近的尴尬之地，“脸面”脏了，受
损的不光是城市形象，或者招商
引资环境，更是给市民的日常生
活添了堵。

究其原因，火车站之乱既有
工程受阻的客观因素，也有管理
不力的人为原因。从去年九月份
起，火车站站房拆迁计划一直拖

延，工期也是一拖再拖。站房不
搬迁，工程便推进不了，这使得
站房拆迁成了火车站能否“变
身”的生死符。更令人忧心的
是，这道“生死符”的解封时间
至今未定，站房何时能拆无人
知晓。相对于客观因素带来的
无奈，人为管理不善引发的无
序更值得反思。“去哪儿？坐不
坐车？住不住旅馆？”当旅客被
一大拨出租车司机和旅馆掮客
围堵，他的第一反应肯定不是
去欣赏这座城市的街景，而是
如何尽快脱身逃离。要知道，
这种混乱无序导致的不单单是
心情烦扰，还暗含了诸多不安

全因素。
火车站乱象成了一种城市

顽疾，如何下药考验着管理者的
智慧。火车站改造牵涉到多个
部门和多方利益，在一定程度
上还受制于铁路系统的调度，
单靠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力量
恐怕力不从心。或许该尝试多
部门联动甚至建立联席机制，
共同为这个民生大项目群策群
力；同时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
火车站整治的重要性，改变以往
一阵风式的治理方式，建立健全
长效监管机制。

还火车站一片洁净安宁，让
这张城市名片亮起来吧。

一家之言

空空心心村村如如何何走走出出困困境境

近日，山东大学(威海)“情
系农村筑梦山东”暑期调研团
前往德州市庆云县针对农村空
心化问题展开实地调查。其先
后 走 访 了 西 张 、东 张 和 大 高
村，在某种程度上讲，三者均
是空心化的典型，但大高村相
对于前两者来说，却别有一番
景象。

进入大高村，看到的不是
空屋残瓦、荒草丛生，而是红砖
高墙和一排排挺拔整齐的树
木，一些住户的庭院中还停放
着私人轿车。据当地村民介绍，
大高村虽为空心村，但经济发
展很快，在同县市的村庄中处
于领先地位。

虽然大高村经济发展迅

速，但本质上仍属于空心村。
据调查，村里共有560户居民，
而 每 户 至 少 有 1 个 人 外 出 打
工。村里的负责人认为，村子
空心化问题依然严峻，今后在
转变产业结构、发展林业经济
的同时，必须考虑解决好农村
基础设施、留守儿童和空巢老
人的问题。

近年来，由农村人口频频
向外流出引起的宅地闲置、劳
动力减少等空心化问题日益严
重。在这几个村，多数人赞同以
比较传统的方式解决空心化问
题，比如兴建社区、推进城乡
一体化等，而探索农村新的转
型方式，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
村空心化的必然出路。

□秦沛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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