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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形成四大产业集群板块

静静思思园园将将建建乾乾隆隆行行宫宫景景点点
5座病险水闸

加固维修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迟振宁
李洋) 近期，德州市发改

委着力推进中型病险水闸
除险加固项目前期工作，首
次争取到病险水闸除险加
固资金3889万元。

经积极争取，省发展改
革委拨付德州2014病险水闸
除险加固项目上级扶持资金
3889万元，占比超过全省资金
的1/3，对德州马颊河孟家
闸、津期店节制闸，陵县后张
闸、柴家闸、南营闸等5座病
险水闸进行加固维修，建设
内容为护砌工程、新建交通
桥、更换金属结构等。

项目建成后，可恢复病
险水闸的防洪减灾和兴利
功能，有效蓄补水源，缓解
项目区水资源匮乏、涵养水
源、美化环境，促进当地生
态农场建设，对保障全市农
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民增
收有重要意义

教育医疗支出

仍排消费前列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徐良 通讯员 吕青)

近日，2014年德州前三季度
城市居民消费支出数字出
炉，吃、穿、住、用等消费明
显增长，但是人们越来越少
下馆子吃饭了。

前三季度城市居民人
均消费支出12799 . 7元，同比
增长10 . 27%。其中，教育文
化娱乐、食品和医疗保健增
长较快，增幅均在10%以上，
三项支出合计占消费支出
的57 . 9%，占据消费支出的
半壁江山。

优质农产品、绿色食
品、各种粗粮杂粮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与青睐，淀粉
及薯类、蔬菜类、干鲜瓜果
类、奶制品类等食物消费支
出增长迅猛。“地沟油”等问
题食品引发了居民对酒店
和快餐店食品安全问题的
担忧，导致饮食观念有所改
变，有条件的情况下更倾向
于自己在家做饭。前三季度
居 民 人 均 在 外 饮 食 支 出
547 . 74元，同比减少38 . 31%。

另外，受房地产行业下
行压力加大以及信贷偏紧
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居民购
房热情减退，观望气氛加
重，前三季度城市居民人均
住房支出370 . 13元，同比减
少4 . 28%。

齐河农网改造

完成全年任务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保

华) 10月20日，随着齐河县
大黄乡大李村农网改造工
程的完工，齐河县供电公司
提前完成农网升级改造年
度任务。今年以来，该公司
加快推进农网升级改造工
作 ，新 建 改 造 供 电 线 路
172 . 26千米、配变316台，提
升了农村供电能力和供电
可靠性。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贺
莹莹) 近日，德州市住建局下
发《关于加快发展应用建筑节
能与结构一体化技术的通知》，
促进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事业
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目前全市各类外
墙外保温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但外墙外保温技术存在设计使
用寿命低于建筑主体、防火性能
差、工程质量不易控制等问题，
存在质量安全隐患。而一体化

技术是指集保温隔热功能与围
护结构功能于一体，墙体不需另
行采取保温措施即可满足现行
建筑节能标准的建筑节能技术。

通知要求，自2015年1月1
日起，各级政府投资的办公、学
校、医院等公建项目适合应用
一体化技术又具备使用条件
的，必须使用一体化技术进行
建设；非政府投资的写字楼、商
场、酒店等公建项目，应优先使
用一体化技术。

12层以上住宅采用一体化技术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
振 ) 近日，德州召开了全市旅
游工作暨乡村旅游项目推进会
议，通报了旅游项目和乡村旅
游发展情况。据悉，今年以来，
旅游项目投资持续增长，目前
全市建成、在建和即将开工建
设项目 5 0 个，今年新增投资
54 . 25亿元。全市“四大产业集
群板块”正在形成，中心城区正
在规划两个大的旅游项目。

目前，德州休闲旅游、生态
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等四
大项目较为突出，全市“四大产
业集群板块”正在形成：即中心

城区旅游产业集聚区，齐河黄河
北展区，乐陵、庆云宗教生态区，
夏津、武城黄河运河旅游项目
区。特别是黄河国际生态城、夏
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庆云渤海
金山文化城项目和乐陵千年枣
林游览区已经形成规模。

齐河黄河国际生态旅游度
假区正在建设重点旅游项目7
个，齐晏古城、齐晏温泉度假村
项目、齐晏水上世界项目正在建
设中。黄河水乡森林公园、晏子
湖旅游休闲度假区、玉带湖风景
区、黄河水乡湿地公园项目在积
极推进。

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计
划总投资156亿元建设休闲、生
态旅游区，现已建设德百温泉度
假村、东方紫桑文化产业园、大
云寺佛教文化园等项目。实现由
单一生态观光型景区向综合度
假型旅游目的地转变。

渤海金山文化城项目推进
顺利，其中庆云宫项目规划占地
790亩，建设三清殿、玉皇殿等，
目前项目已完工，预计近期将对
游客开放。另外，德城区“新街
口”项目即将完工，运用新华印
刷厂老厂区改造成民国风情的
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德城区的

旅游亮点。
乐陵市投资5000万元对枣

林景区进行提升，在百枣园建设
空中木栈道等景观，增加骑行、
射箭等项目。乐陵龙悦生态园投
资8000万元，建设了生态采摘
园、生态餐厅等。

目前，中心城区正在规划两
个大的旅游项目，一个是在人民
公园建设的静思园景区，将恢复
乾隆行宫等景点。还有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态科技城规划建设德
州文化博览园、世界风情博览
园、汽车创意文化产业园、现代
生态农业观光园等项目。

本报10月26日讯(记者
刘振) 26日，记者了解到，目
前德州各县市区乡村旅游发
展成果显著，县域乡村旅游规
划争取今年全部完成，近期将
组织30名经管人员，到台学习
乡村旅游发展经验。

各县市区陆续启动了县
域乡村旅游规划编制工作。
目前，齐河已经完成乡村旅
游规划的编制和报批工作。

平原、庆云、乐陵、禹城、宁津
已经完成乡村规划评审工
作，正在进行报批。夏津、陵
县预计近期召开评审会议。
还有两个县市区的乡村旅游
规划正在编制。县域乡村旅
游规划争取今年全部完成。

“改厕改厨”工作成效显
著，今年共有11县18村110户
农家乐通过双改验收，共争取
省级扶持资金145 . 6万元。

110户农家乐双改过验收

本报1 0月2 6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迟振宁
李洋 ) 近日，省发展改革

委下达了德州临邑、庆云 2
县 2 0 1 4年度水土保持资金
11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
金9 5万元，省投资1 5万元。
项目建成后能有效防治项
目区水土流失。

两县的水土保持工程总
投资225万元，累计重点治理
水土流失面积5 . 6平方公里，

治理措施包括：营造农田林
网、整地改土、维修生产路、新
建生产桥和沟渠清淤等。项目
前期准备工作已完成，方案批
复后即可开工建设。

项目建成后，累计治理程
度均可达100%，能够有效防治
项目区水土流失，提升项目区
的林草覆盖率和水土保持能
力，提高农民收益，促进当地
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两县获水土保持扶持金

10月26日，在轰鸣的破拆机械声中，德州火车站老站房化为瓦砾。15个月后，一座全新的站房将在原地
拔地而起。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全拆了

手机微信可申请法律援助

本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贺萌萌 ) 近
日，德州市法律援助中心微信
公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公众
号“德州法律援助”。该微信公
共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将依托
现代化信息服务模式多方位
多渠道更好的开展法律援助
公益服务，拓宽弱势群众依法
维权的途径。

“市民可通过查找微信公

众号的方式加入该平台，随时
随地阅读法律信息，关注法律
援助最新动态。”德州市法援中
心工作人员称，对申请法律援助
的群众，中心会及时进行初步审
核，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能
够及时办理法律援助手续。微信
公众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
化手段，是实现德州市法律援助
中心“法律援助全覆盖”目标的
新型和有效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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