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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所得全部定向用于救助患儿

周末要降温
或有雨夹雪

5单位入选
党建示范点

800余万助学金

发放学前教育汽车消费进入寻常百姓家

66个个德德州州人人中中就就有有11人人会会开开车车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孙婷婷)
10日，是“三九”的第一天，大部分地区
以温暖开场，德城区的最高气温更是
高达9 . 2℃。由于近期冷空气影响较
弱，气温持续较往年偏高。预计本周从
15日开始，受到一股中等强度的冷空
气影响，将会有降雪天气出现。

11日，德州市继续维持升温的态
势，德城区的最高气温达到11 . 3℃。但
美中不足的是，霾依旧当道。德州市气
象台继续发布霾黄色预警信号。

最新气象数据显示，12日，晴转多
云，北风转南风3～4级，-5℃～7℃。13

日，多云，-2℃～8℃。14日，多云，-2℃
～8℃。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杨延楼) 近日，山东省首批省
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公布，德
州共有5单位入选。

去年9月，省里启动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示范点评选活动，德州入选的5个
单位为德州消防协会党总支、德州汽
车摩托车专修学院党总支、庆云县音
乐家协会党支部、临邑加华学校党支
部、乐陵市水利供水协会党支部。

据了解，针对社会组织逐步增多、
布局分散、人员流动性大、党建工作相
对滞后等问题，德州创新管理模式。自
今年起，每两年将确定一批社会组织
党建工作示范点。对示范点将实行动
态管理，达不到示范点条件的，将给予
摘牌处理。

《大刀记》17日
登陆山东卫视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榕) 1

月10日，记者从电视剧《大刀记》首播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月17日19：30

分，这部反映冀鲁边区抗战的57集史
诗巨制将在山东卫视和黑龙江卫视
同时播出。

作为向抗战胜利70周年的献礼之
作，电视剧《大刀记》根据著名作家郭澄
清的小说改编，由山东卫视传媒、海润
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中共德州市委宣传
部、宁津县委县政府联合拍摄，保留了
原著中的经典桥段，讲述了抗日战争时
期，鲁北民众组建大刀队，奋勇杀敌的
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由《亮剑》导演赵
浚凯执导，共57集，是国内首部反映鲁
北抗战的电视剧。

本报1月11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刘悦) 德城
区三岁半的双胞胎兄弟小浩
强和小浩霖患有眼癌，三年
的治疗费用花了近40万元，
巨额医疗费让家庭难以为
继。本报多次报道后，牵动着
很多热心市民的心。为了继
续给兄弟俩筹集手术费，1月
29日，市慈善总会还将举办
为期三天的大型慈善公益文
化活动展演，活动所得全部
定向用于救助双胞胎患儿。

2014年6月12日，本报新
闻热线2600000接到市民杨

希庆和陈婷婷夫妻两人打来
的求助电话，由于患有先天
性眼癌，三岁半的双胞胎兄
弟小浩强和小浩霖已经穿梭
于各大医院两年多。在本报
持续报道下，热心市民对眼
癌双胞胎的关心程度不减。

1月9日下午，由德州市
慈善总会组织的2015年慈善
书画家座谈会在德州体育馆
御美健健康活动中心举行，
现场观看了救助双胞胎眼癌
孩子专题片《让爱留住孩子
的光明》，兄弟俩天真的笑脸
和接受治疗时的勇敢无不让

人动容。2014年7月份，双胞
胎哥哥在上海接受了两次激
光治疗。8月份，又相继做了
两次手术，前后花费高达6万
余元。“上个月去上海做检
查，兄弟两人的检查结果都
很好，伴随着年龄的成长，复
发的几率会降低。”母亲陈婷
婷说，现在兄弟两人每个月
仍需要去上海做复查，两个
孩子也已经开始上幼儿园
了。

在本报发出报道后，德
州市慈善总会第一时间看望
了双胞胎兄弟两人，并送去

了两万元的善款。此后，德州
市慈善总会辗转于北京、上
海、德州等地，通过开展义
演、义卖、义画、公益文化论
坛等形式，为眼癌患儿广泛
募集善款。截至目前，市慈善
总会共为双胞胎患儿筹集善
款达30余万元。“1月29日，市
慈善总会还将举办为期三
天，以‘义画、义展、义卖、义
演’为主题的德州市大型慈
善公益文化活动展演，活动
全部所得将定向用于救助双
胞胎患儿。”德州市慈善总会
副会长周成玉说。

个个人人六六类类““吃吃空空饷饷””情情形形被被治治理理
清查处理违规人员1700余人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李
榕) 日前，省政府公布《关于
深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吃空
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的通知》，按照规定，今年1
月德州各机关事业单位要按照
界定的六种“吃空饷”情形，全
面开展自查自纠。

据了解，全市各级机关事
业单位及其编制内工作人员和
相关离退休人员均在此次“吃
空饷”问题集中治理范围内。

在个人“吃空饷”问题方
面，有关人员不在岗而违纪
违规领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属于个人“吃空饷”，主要包
括：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并
未实际到岗上班，领取工资、
津贴补贴的；因旷工或因公
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
逾期不归等原因，按照规定
应与单位终止人事关系，但
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津贴
补贴的；已与单位终止人事
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
仍按在职人员领取工资、津
贴补贴的；已死亡或被人民
法院宣告死亡、失踪，仍由他
人继续领取工资、津贴补贴
的；受党纪政纪处分及行政、

刑事处罚等，按规定应停发
或降低工资待遇，但仍未停
发或按原标准领取工资、津
贴补贴的；其他违纪违规领
取工资、津贴补贴的。

对出现“吃空饷”问题的
机关事业单位和人员，将追
缴“吃空饷”资金，上缴同级
财政；对占编“吃空饷”单位，
将核减相应编制，并核减相
应预算和经费，对造成“吃空
饷”负有第一责任和集体责
任的领导人员以及相关责任
人员，将按规定追究党纪政
纪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及

时移交司法机关。
对在机关事业单位挂名未

实际到岗工作的，将进行清退；
对应当终止人事关系的，将按
规定作出人事处理决定，办理
相关手续；对已与单位终止人
事关系或已办理离退休手续
的，将核销工资关系；对工资和
津贴补贴处理未到位的，将按
政策及时处理到位。对利用职
权让亲属或他人在机关事业单
位“吃空饷”的领导干部，将依
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等。目前，
已清查处理“吃空饷”“拿双薪”
1700余人。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徐
良) 德州汽车消费经历起步
发展与快速增长两个阶段，目
前进入理性消费阶段。截至
2013年，567万德州人拥有62万
辆汽车，而87万人拥有驾驶执
照。据德州市统计局分析，汽车
消费仍处于快速进入百姓家庭
阶段，消费空间和潜力巨大。

据了解，2006年至2008
年，德州汽车消费进入起步发
展阶段，汽车保有量从24 . 55
万辆增长到27 . 73万辆。之后

进入汽车快速增长的时期，
“以旧换新”、“汽车下乡”等一
系列刺激汽车消费相关政策
出台，城市道路拓展升级，“村
村通公路”修建，德州汽车保
有量由2009年的33 . 51万辆，
增长到2013年的61 . 58万辆，
年均增长17 . 7%。目前汽车消
费结束了高速增长而进入理
性消费阶段，增速有所放缓，
但汽车消费依然处于快速进
入百姓家庭阶段，后期消费空
间和潜力仍然很大。

2014年前11个月全市限
额以上汽车类和石油及制品
两类商品合计实现零售额
195 . 49亿元，占限额以上零
售业企业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35 . 8%。目前，众多汽车4S店
已经从中心城区向周边县市
铺开，全市规模以上汽车销售
企业共有130家，年营业收入
超过120亿元。

从潜在需求看，拥有汽车
驾驶证的人数从 2 0 0 9年的
4 5 . 3 8万人增至 2 0 1 3年的

87 . 14万人，年均增长18 . 4%，
按此增速，目前6个人中就有1
人拥有汽车驾驶证。这一数据
远远超过汽车保有量数，一旦
购车条件成熟，“有本族”就将
迅速转化为“有车族”。其次，
早期的购车者已进入更新换
代的时期，再次，农村市场潜
力巨大。从公车改革看，一些
车商推出“公务员购车专享优
惠”等优惠政策，公车改革将
对汽车消费市场产生不小的
撬动。

1月11日，在南部城区105国道下穿铁路桥下，路面上洒满厚厚的砂石，车辆经过扬起浓重的
沙尘，影响司机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一地砂石

本报1月11日讯(记者 王明婧)

日前，德州市2014年秋季学前教育政府
助学金800余万元陆续发放，目前正在进
行受助幼儿认定、公示及资助卡办理阶
段，助学金将陆续发放到幼儿资助卡
中，此次助学金惠及上万名幼儿。

据了解，自2011年秋季学期开始，
德州市登记注册的公办幼儿园和普
惠性幼儿园家庭困难的儿童可以获
得学前教育政府助学金，资助标准分
为三档，具体为每生每年1000元、1200

元和1400元。
目前，800余万元助学金已经拨付到

各县市区，正在进行受助幼儿认定、公
示及资助卡办理工作。德州市各幼儿园
纷纷举行资助卡发放仪式，召开受助儿
童家长座谈会。通报助学金评审过程，
明确评审条件和评审程序，并进行了走
访调查，将学前教育资助金落实到需要
资助的贫困幼儿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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