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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处处水水源源地地保保护护区区不不准准排排污污
违法排污口都将拆除关闭

手机APP

监测水情

被被告告人人受受审审首首例例着着便便装装出出庭庭
穿囚服出庭成为历史

试点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制度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赵红霞)

日前，德州市水利信息化建设
取得新进展，首款灌区水情自
动化测报手机APP客户端上
线，只需在智能手机上下载
APP软件，就能实时查看潘庄
灌区8个闸管所，16个水位监
测点的水位情况，还可以查询
历史记录。

水利信息化是国家信息
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和利
用水利信息资源，实现水利信
息采集、传输、存储、处理和服
务的网络化与智能化，全面提
升水利事业各项活动的效率
和效能。

据了解，该灌区水情自动
化测报手机APP客户端基于
安卓平台的APP软件，只需在
智能手机上安装该水情APP

软件，使用时打开手机客户端
就能实时在线查看潘庄灌区8

个闸管所，16个水位监测点的
实时水位情况，还可以查询历
史记录。通过智能手机，管理
者可无地域限制、实时查看水
情变化，为科学、高效调水提
供重要科学依据。

本报3月15日讯 (记者
刘振) 近日，德州市环保局
与市金融办联合印发通知，
在全市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试点工作，以此加快建立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提
高环境污染风险管理水平。

按规定，重有色金属矿
(含伴生矿)采选业、重有色金
属冶炼业、铅蓄电池制造业
等产生、排放重金属污染物
的企业应当投保环境污染责
任保险；石油天然气开采、石
化、化工等行业企业，以及生
产、储存、使用、经营和运输
危险化学品的企业等高环境
风险企业鼓励投保环境污染
责任保险。试点期间，承保工
作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德州市分公司、太
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德州中心支公司和中华联合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德州
中心支公司承担。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刘
振) 近日，山东省环保厅对《德
州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
术报告》作出批复，这意味着德
州的13处水源地今后有了法律
保护，市民用水安全将得到有
效保障。

据悉，德州列入此次保护
区划分方案的水源地共计1 3
处，其中地表水型水源地11处、

地下水型水源地2处。其中，地
表水型水源地只设一级、二级
保护区，不设准保护区；地下水
型水源地以水厂厂界为基准向
外100米所形成的包围线为一
级保护区，不设二级保护区、准
保护区。该《技术报告》的批复
为市、县两级政府和环保部门
依法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环境污
染防治，保障饮用水安全提供

了依据。
记者了解到，这13处水源

地分别为沟盘河水库水源保护
区、丁东水库水源保护区、大屯
水库水源保护区、碧霞湖水库
水源保护区、禹城市第二水厂
地下水水源保护区、如意湖水
库水源保护区、惠宁湖水库水
源保护区、严务水库水源保护
区、利民水库水源保护区、齐河

县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相家河
水库水源保护区、夏津水库水
源保护区、建德水库水源保护
区。

另悉，6月底前德州将拆除
或关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
违法排污口和建设项目，还将
制定完善针对网箱养殖、旅游、
游泳及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
体活动的监管措施。

供电春季检修

全面启动

裁剪

日前，禹城农商行开展了
“两个责任”集中学习，该行班
子成员、各部室经理、各网点
负责人以及员工代表共计8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与会人
员观看了《勇于担当的信念与
力量——— 德州市纪委监察局
网站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
责任”在线访谈》视频资料及
相关知识读本，进一步明确了
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过程中

的主体责任，既是领导主体，
也是执行主体，更是推动主
体；纪委是履行监督责任主
体，严厉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维护纪检监察部门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通过此次学习，进
一步推动了全行各级各单位
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抓牢

“牛鼻子”，种好“责任田”，为
农商行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崔珠礼 初永欣)

为做好整治银行卡非法
买卖专项行动工作，维护辖域
公平诚信的社会环境，山东省
德州市夏津县农信社开展整
治银行卡非法买卖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包括内部检查、
业务管理、专项宣传三大部
分，内部检查和业务管理重点
寻找银行卡管理过程中的薄
弱环节，同时，充分利用网点

LED显示屏、传单、折页、报
刊、微信公众号、现场答疑等
方式，重点宣传非法买卖银行
卡给持卡人和社会带来的不
利影响，及时提醒客户安全保
管和使用银行卡、网银U盾、
支付密码等信息，引导社会公
众合法合规使用银行卡，增强
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

(杨焱)

禹城农商行开展落实“两个责任”专题学习

夏津农信社开展整治银行卡非法买卖专项行动

今年，齐河农商行在积
极发挥支农服务的基础上，
将城乡消费信贷市场作为
重要拓展领域，已陆续与县
内信誉好、实力强的房地产
开发商和汽车、农机、物流
销售商的业务合作，结合房
地产开发，与已开盘的地产
签订协议，抢占按揭贷款市
场份额。在城区大力开展针
对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的
公职人员消费贷款。在乡镇
支行积极营销农民住房贷
款，结合社区建设和“两区
同建”，及时了解社区建设
进度和农民贷款需求，主动
上门营销，积极推广农民住
房贷款。截至目前该行已发
放新生贷款3亿元，极大满
足了辖内客户需求。

(王宁 范新英)

齐河农商行

积极投入消费信贷市场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张
磊 通讯员 郑春笋) 3月13
日，山东省夏津县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
人刘某交通肇事一案。与以往
不同的是，被告人刘某并没有
穿标志性的黄色囚服，而是身
穿普通运动装参加了庭审。

据了解，从当天起，德州市
两级法院所有的刑事案件被告
人都着便装出庭受审。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近日联合
下发的《通知》，明确要求人民
法院开庭时，刑事被告人或上
诉人不再穿着看守所的识别服
出庭受审。目前，德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已将这一规定在全市法
院系统内部进行了转发，并要
求全市法院遵照执行，严格贯
彻落实。

开庭这天，被告人刘某得
知可以着便装出庭时，感觉很

意外，连衣服都是临时借的。虽
然如此，他心里还是很高兴。他
说，今天他的亲人从老家赶来
旁听，穿着便装可以让亲人心
里好过些。

“被告人穿囚服出庭受审
的情况，将一去不复返了！”据
法官介绍，刑事讼诉法第十二
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 ，对 任 何 人 都 不 得 确 定 有
罪。”这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

依据。过去，刑事案件被告人穿
着看守所统一服装出庭，留给
人们和自己的有罪印象和烙印
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人们无法
由此产生出一种“无罪”的认
知。法官说：“实际上，无罪推定
的受益者是社会的全体公民，
这类让被告人着便装受审的符
号改变性措施，将有利于民众
对无罪推定立法本意的正确理
解。”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衍 张东峰) 15日，记者
从国网德州供电公司了解到，该公司
春季检修工作已经全面启动。检修工
作为期105天，共安排10千伏以上任务
486项，较去年增加42项。

据了解，此次春检工作，共安排主
网(220千伏及以上)停电计划312项，
配网(10千伏)停电计划146项，将涉及
28座变电站和37条输电线路。重点完
成500千伏禹城站综合治理及全站综
自改造、220千伏瓦宋站变压器返厂
大修和220千伏输电线路迁改抬高
改造 (石济客运专线钻越)等重大工
作，春检完成后，将有效提升电网安全
运行水平，为电网迎峰度夏打下良好
的基础。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吉华) 近日，山东恒发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静拿到了

“三证合一”的工商营业执照。这是德
州市第一张“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
也开创了鲁西北“三证合一”登记制度
先河。

“三证合一”是指申请人申请企业
设立登记时，只需填写一张表格，通过
服务中心“三证合一”内部信息共享系
统流转工商、公安、质监、国税、地税部
门并联审批，核发加载组织机构代码
和税务登记号的营业执照，从而将营
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等企业创设所需的3个证合并为1个
证，实现“一窗受理、一表填报、一套材
料、一张执照”的办证流程。

首张“三证合一”

执照颁发

3月15日，园林工人剪下三八路绿化带的
老枝，方方正正的“平头”很快就要长出新芽。

本报记者 徐良 摄

近日，德城区城管局将新湖南大街的道旗广告
更换为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公益广告。

本报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张群 摄影报道
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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