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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政府把钱都花到哪了

民民生生领领域域支支出出占占去去六六成成多多

113322个个重重大大工工程程包包项项目目分分解解落落实实
涉及健康养老等多个领域

生产安全事故

下降一成多

严禁建筑工程

使用麻刚沙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婷
婷) 近期，记者从德州市安监局
获悉，在过去的2014年，全市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截至2014年
12月底，全市共发生各类生产安
全事故169起，死亡93人，与上一
年同比分别下降15 . 5%和9%，没
有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是全省
四个未发生较大事故的城市之
一。各类事故死亡总人数和事故
起数均控制在省政府安委会下达
的指标任务范围内。

据了解，隐患排查工作凸显
实效，目前全市已摸排企业近万
家。组织开展了春季安全生产大
检查、夏季“百日攻坚”专项行动
包县督查、“六打六治”打非治违
专项行动等专项行动，共检查企
业5793家次，打击非法生产经营
建设行为、治理违规违章行为
7172项，排查整治隐患14563项，接
办接报群众安全生产举报32起。
目前，市级核查暗查暗访企业41

家，发现问题隐患258项，整改完
成202项；924家企业完成自查、530

家企业完成县级核查、196家企业
全部完成三项彻查任务；申报职
业病危害企业1800家。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贺莹
莹) 11日，记者从德州市住建局
获悉，为加强德州市建筑工程质
量管理，近日下发了《关于建筑工
程中严禁使用麻刚沙的通知》，要
求全市各施工企业、预拌混凝土
企业严禁采购使用麻刚沙或者掺
加麻刚沙的河砂。

据了解，近期有省个别地方
的建筑工程存在违规使用麻刚沙
的现象，麻刚沙一旦用于工程，将
严重影响结构安全，危害建筑安
全。为此，德州市住建局下发通
知，要求全市各施工企业、预拌混
凝土企业严禁采购使用麻刚沙或
者掺加麻刚沙的河砂。

德州市各县(市、区)建设主
管部门要加强对建筑用原材料的
质量监管，要对辖区内的预拌混
凝土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同
时，对建筑工程加大巡查、抽查力
度，一经发现使用麻刚沙等不合
格原材料的情况，对相关责任单
位及责任人要进行严厉处罚，并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

66个城建项目

全部完成目标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贺莹
莹)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住建局
获悉，2014年中心城区共实施6大
类66个城建项目，全部实现年度
任务目标，完成投资159 . 24亿元，
占计划总投资的106 . 03%。

“两河四岸”8条道路全部建
成通车，新建了崇德十二大道、规
划5号线、尚德四路等多条城市道
路，城市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总
投资近50亿元、建筑面积145万平
方米的袁桥、项目东区南部和北
部等3个大社区建成，即将分配入
住。太阳城花园小学、小刘社区小
学建成并投入使用，德州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更
加均衡。城市综合体产业发展迅
速，万达广场、唐人中心等6个城
市综合体渐具雏形。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
榕 ) 新年来了，又到了“算账
本”的时候。每个市民都希望知
道，去年一年，政府把钱花到哪
儿了。11日，记者了解到，2014
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中用于民
生领域的支出171亿元，占公共
财政支出的比重达到62%，财
政支出民生仍占大头。

据了解，2014年德州市境
内财政收入完成265 . 7亿元，
同比增长12 . 3%，地方财政收
入完成171 . 3亿元，同比增长
14 . 2%，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

均增幅4个百分点，县均收入从
上年的10 . 8亿元提高到12 . 4
亿元。

德州在大力压缩一般性支
出的同时，不断加大对民生的
投入，2014年全市公共财政预
算中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171
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达到62%。其中，落实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校舍标准化、薄弱学校改
造、中心城区学校续建扩建、贫
困家庭学生困难资助等重点项
目投入超过20亿元；落实就业

创业政策、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等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补
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优抚安
置等投入13亿元；落实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等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补
助、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人民医
院病房楼建设等投入15亿元；
落实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
农机具购置、良种补贴以及高
标准大方田、南水北调续建配
套工程等累计投入超过20亿
元；支持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
建设投入5 . 7亿元。

在经济发展重点领域方面，
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和小微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节能减排等
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清理
规范政府收费项目，累计减轻纳
税人税费负担超过20亿元；争取
中央省促发展专项资金11亿元，
集中支持自主创新、人才引进、
节能减排、区域发展等重点领
域项目近百个；筹集资金42亿
元支持高铁片区、“两河四岸”、
南部生态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筹集14亿元支持“两区
同建”等新型城镇化建设。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战莹) 11日，记
者从德州市发改委获悉，近期
国家发改委启动了生态环保、
粮食水利、健康养老、清洁能
源、重大网络、交通、资源保障
等7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德
州市发改委分解落实国家重
大工程包项目132个，总投资
171亿元。其中48个项目已开

工建设，累计完成投资12 . 8亿
元。

德州市发改委高度重视
重大工程建设，集中力量扎实
做好国家重大工程分解落实
和统筹推进工作，并将其作为
今年投资工作的重中之重。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德州市发
改委分解落实国家重大工程
包项目132个，总投资171亿

元。48个项目已开工建设，累
计完成投资12 . 8亿元。其中，
生态环保工程项目96个，总投
资122亿元；粮食水利重大工
程项目15个，总投资4 . 6亿元；
健康养老服务工程项目15个，
总投资38 . 6亿元；清洁能源工
程项目6个，总投资5 . 8亿元。
这批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对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

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为稳
定投资增长、增强发展后劲、
推动结构调整，发挥重要的引
领带动作用。

德州市发改委将加快重
大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积极引
入社会资本参与重大工程建
设，加强重大项目的储备与管
理，全面推进全市重大工程工
作顺利实施。

9家妇字号企业获扶持资金 “两抢”案件同比降四成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婷
婷 通讯员 王斐) 近期，记者
从德州市妇联获悉，德州市临邑
县临盘淡水养殖有限公司等9家
妇字号龙头企业喜获省级巾帼创
业专项扶持资金共计40 . 1万元。

据悉，获省巾帼创业专项资
金的另8家企业分别为：德州金
斗面粉有限公司、德州海川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大禹建
工机械有限公司、山东樱旺食
品有限公司、宁津县佳宁奶牛
养殖专业合作社、山东省金马
首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乐陵远
达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夏津县

晟达源纺织有限公司。
据了解，巾帼创业行动专项

资金由省财政自2010年起设立，
重点扶持产业带动力、创业就业
带动力强，以女性为主要负责人
的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家乐、手工艺品生产加
工基地、“大姐”家庭服务机构等
巾帼创业增收基地，是落实就业
扶持政策的重要财政措施之一。

目前，德州市共有38家妇字
号龙头企业获省巾帼创业专项资
金143 . 73万元，共安置近5000名
妇女就业，较好地发挥了“创业孵
化器”和“就业稳定器”的作用。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杜彩霞 ) 1月10日是第

2 9个1 1 0宣传日，记者了
解到，在去年一年中德州
市110系统共接报警67万
余 起 ，平 均 每 天 接 报 警
1840余起，通过快速处置
抓 获 违 法 犯 罪 嫌 疑 人
2000余名。

据了解，2014年德州
市110系统共接报警67万
余起，处警12万余起，平均
每天接报警1840余起，处
警350余起，其中刑事类警
情约占6%、治安类警情约

占1 4%、纠纷类警情约占
1 7 % ，交 通 类 警 情 约 占
22%，火灾及应急救援类警
情约占2%，求助类警情约
占23%。去年全年通过快速
处置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嫌疑人2000余名，破获各
类违法犯罪案件 3 0 0 0余
起，调处矛盾纠纷 2万余
起，救助群众5万余人次。

据统计，2014年全市
违法犯罪警情有所下降，

“ 两 抢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40 . 9%，刑事盗窃案件下
降18 . 5%。

1月11日上午，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守押大队组织百名守押队员开展了冬季擒敌大比武活动，
检验集体作战能力，确保岁末金融守押安全，为市、区“两会”的顺利召开奠定良好的安保基础。

本报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李丽丽 祁海燕 摄影报道
冬日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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