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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快讯

武城>>

签订16件
双向承诺

春春雨雨缠缠绵绵间间冷冷风风吹吹不不停停
接下来两天仍有明显降温降水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梁峰 ) 为有效控减

重复、越级和集体上访，武城县纪
委制定下发《关于开展纪检监察
信访“双项承诺”制度的通知》，实
行信访“双向承诺”制度。截至目
前，签订“双向承诺”16件，群众满
意率82%。

信访“双向承诺”按照“受
理—签订双向承诺书—调查—答
复—结案—反馈”等六步进行。对
于业务内的信访件，该县纪委承
诺30日内办结，较复杂的60日内
办结，特别复杂的延长不超过30

日；上访人承诺不再越级访，缠
访、闹访。为了确保活动实效，该
县纪委建立快查快办、台账管理、
分级督办、分析判研机制等机制。
截至目前，签订“双向承诺”16件，
群众满意率82%。

临邑>>

廉政教育
进入校园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周莎莎) 近日，临邑

县兴隆中学初二、三班举办了一
场特殊的廉洁文化进班级主题班
会――“以廉洁为荣 以勤俭为
本”。廉政教育进校园，这是临邑
县纪委廉政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
环节。

据了解，该县纪委联合县文
体局、教育局，以落实廉政文化建
设为要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有
效利用各种载体，积极开展“廉洁
文化进校园 廉洁教育进课堂”
活动，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学
校通过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廉洁教
育，挖掘利用历史、语文、政治、社
会、思想品德等学科中的教育因
素，使廉洁教育渗透到教学的全
过程；在活动中接受廉洁教育熏
陶，观看倡廉教育影视片、开展

‘廉洁廉政’主题教育活动，引导
学生在活动中感悟、在感悟中升
华，廉政教育进校园活动取得良
好成效。

经济技术开发区>>

教学能手大赛
赛场设在农村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王明
婧 通讯员 王立青) 近日，经
济技术开发区组织教学能手大
赛，为检验参赛选手驾驭课堂的
真实水平，将赛场设在赵虎中学、
赵宅中学等偏远的农村学校，以
及学科薄弱的其他学校，给大赛
增加难度。来自城区的教师需要
综合考虑各种课堂因素，预防比
赛中出现的学生“冷场”。

往年，业务比赛多数学科一
般都选在城区学校举行，或各校
轮流承办。城区学生综合素质相
对较高，对参赛教师的课堂配合
也相对密切一些，客观上降低了
比赛难度。此次比赛把赛场设在
学科薄弱的偏远农村学校，对参
赛教师，尤其是对城区教师来说
更是一次挑战。每一个参赛教师
不仅要备好教材，还要备好学生，
需要综合考虑各种课堂因素，充分
挖掘学生的潜能，否则便会在比
赛中遭遇“冷场”，影响比赛成绩。

本报3月31日讯(记者 孙
婷婷 ) 清明时节雨纷纷。3月
份的最后一天，一改往日的晴
好干燥天气，一场强冷空气带
来了久违的降水。大幅度降温
和呼啸的北风，和这个季节里
盛开的花朵和发芽的树枝极不
相符。

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受
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
响，从3月31日上午开始到夜

间，全市阴有小雨。4月1日傍晚
前后到2日白天，全市有中雨，
降雨主要集中在1日傍晚前后
到2日上午，过程降雨量10～25
毫米。同时受强冷空气影响，3
月31日下午到夜间东北风3～4
级，阵风6级，气温也将明显下
降。

春雨贵如油，干燥的空气
得到了缓解。3月31日开始，德
州大部分县市区出现降水，截

至20时，全市平均降水量4 . 4
毫米，最大降水量22 . 5毫米，
出现在乐陵朱集。

此次暖湿气流和冷空气
的影响，还带来了大风天气。
截止到19时，武城县最大风速
达到了17 . 2米每秒，达到8级
大风，市民外出步行困难，可
折毁树枝。乐陵市、陵城区、平
原县、夏津县、庆云县、齐河县
都达到劲风级别。德州市气象

台3月31日下午发布大风蓝色
预警信号，预计4月1日上午阵
风风力仍可达到7～8级。同时
伴有明显降温和降水天气，请
注意防范。

目前，德州市冬小麦将进
入拔节期，此次降雨将有效改
善土壤墒情，有利于冬小麦的
生长。同时，德州市人影办已做
好增雨准备，将抓住有利时机
进行作业。

今年排水维护项目正式启动

高高铁铁新新区区再再装装77000000余余套套防防坠坠网网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刘希恩
王磊 ) 3月31日，记者从德州
市 市 政 设 施 管 理 处 获 悉 ，
2015年排水维护项目正式启
动，将对青年沟、天衢沟、新河
沟等9条排水沟渠及东风路、
湖滨大道、德兴大道等9条道
路主管道进行清挖，对高铁新
区存在安全隐患排水设施进
行“三防改造”，并安装防坠网
7000余套。

“今年项目启用新工艺，在
沟渠清淤中利用机器带动卷扬

机拉泥，挖掘机挖泥，铲车装
泥，翻斗车运泥，机械代替人
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市政
设施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项
目包括对青年沟、天衢沟、新河
沟等9条1 . 2万米排水沟渠及
东风路、湖滨大道、德兴大道等
9条道路7万米主管道进行清
挖，对高铁新区存在安全隐患
排水设施进行“三防改造”，安
装防坠网7000余套，更换检查
井500余座；在后园桥至虎仓路
段新建污水管道及配套设施；
对辖区管网阻塞点及其他抢修

工程随时进行疏通处理。
该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在

管道清淤时，淤泥一律装袋后
由运泥车辆统一外运，严禁淤
泥直接堆放在路面，在沟渠清
淤时，淤泥由挖掘机装入铲车
倒运至运泥车辆，严禁淤泥直
接堆放在绿化带及人行道上。
在淤泥运送过程中要求车辆减
速慢行，并在后车门加厚密封
胶条同时在车斗各缝隙处做封
堵处理，防止在淤泥运送过程
中发生外溅、撒漏现象。

另外，施工时设置施工警

示牌，施工区域用警示墩、彩
旗、挡板等围挡隔离，各沟渠开
口处均用挡板封挡，设置醒目
警示灯。同时，工作人员对工地
现场安全工作进行督查，确保
安全措施落到实处。

据了解，目前，青年沟清
淤、德兴大道暗检查井抬高及
清淤、湖滨大道清淤、东风路清
淤、崇德八大道尚德十一路路
面塌陷工程已开工，其他工段
也将陆续开展，现已完成清理
管道550米，沟渠600米，涨高检
查井11座。

平原>>

限期整改20家企业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房德进) 近
日，为严查企业夜间违法排
污行为，平原县环保局对企
业治污设施、排污口、管网、
污水处理厂等重点监管部位
进行突击夜查，重点检查企
业是否存在闲置治污设施、
偷排偷放等环境违法行为，
确保辖区水环境质量安全。
对检查中发现的个别企业存
在的问题严格按照新《环保
法》要求进行严厉查处。

今年以来，平原县环保局

共出动环境监察人员110多人
次，组织夜查27次，检查排污
企业150多家次，发现违法行
为20起，下达限期整改20家，
实施行政处罚4起，共罚款4万
多元。通过夜查，有效遏制了
企业夜间违法排污行为，确保
了断面水质稳定和环境安全。
平原县环保局将以新《环保
法》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建立
完善夜查工作机制，加强环保
执法力度，震慑环境违法行
为，使其真正成为企业违法排
污的“杀手锏”。

本报3月31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王琦霞)
31日，记者从德城区食药监获
悉，德城区食药监局制定下发
食品领域迎复审实施方案及
工作标准，共梳理排查出4174
家食品生产经营业户，层层分
解任务落实责任，不留死角和
盲区。

德城区食药监局共梳理
排查出4174家食品生产经营
业户，层层分解任务落实责
任，确保“人员、措施、责任、标
准、时限”落实到位，不留死角

和盲区。该局在辖区内就食品
流通、餐饮、小作坊、食堂四个
业态共确立了18家标杆企业，
以点带面，共同规范提升。

德城区食药监局还开通
“绿色”通道，优化行政审批，
对于小餐饮、小食品店、小作
坊整顿规范后，达到审批条件
的，无证的，尽快办理许可或
登记；达不到规定条件的，及
时出具整改意见并定期督导
检查，整改后仍达不到规定条
件或基础条件非常差，存在安
全隐患的，坚决予以取缔。

德城>>

食品生产责任落实到人

3月31日，一场细雨在春季的繁花间洒落，这是街头行人在雨中整理货物。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花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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