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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平原原9900岁岁老老人人辞辞世世后后捐捐出出遗遗体体
全市登记遗体捐献者已有64例

明日烈士陵园

祭扫缅怀先烈

““开开扎扎彩彩店店就就是是个个良良心心活活””
本报记者 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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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山东省德
州市夏津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以建立专业化、流程
化的信贷管理体系为着力
点，立足风险防控，强化规
范操作，通过独立运行审
查审批制，累计审查贷款
482笔、1 . 71亿元，审批贷
款465笔、1 . 66亿元，有效
拦截了风险贷款17笔、466
万元，内部监督制约和风
险管控能力显著增强。

强化规范操作，提高精
细管理。一是根据日常审查
的情况，编制贷前调查操作
手册，确定调查要点，重点
围绕人品家庭、资产负债、
经营项目、贷款用途、担保
能力等五个方面进行调查，
同时印发自然人贷款调查
报告模板，规范业务操作，
提高了客户经理的“实战”

能力。二是加强培训与帮扶
指导，结合2014年贷款审查
问题，制定《夏津县农村信
用合作联社2015年度审查
问题解析》，对存在的问题
逐一进行讲解，有效避免同
类问题发生，同时继续实行

“一对一”帮扶指导，对年龄
偏大的客户经理进行重点
帮扶指导，现场指导客户经
理操作，促进客户经理整体
素质提升。三是定期总结分
析。每月定期组织信用社主
任、客户经理、放款岗人员
召开审查问题案例分析会、
业务操作交流会，围绕当前
工作难点开展交流，总结工
作经验，提出合理建议，通
过定期学习、交流沟通的方
式，提高信贷人员业务操作
能力。

立足风险防控，提升资

产质量。一是实行自然人贷
款双人A、B岗位审查，确定
审查重点，明确责任，同时
有针对性的开展审查案例
分析培训，提高审查人员履
职能力。二是现场调查与资
料审查结合，通过现场调
查、行业分析、担保人访谈
等方式进行信息交叉验证，
掌握借款人真实经营状况，
合理核定贷款额度。三是搜
集行业信息，掌握行业发展
趋势，根据县域行业特点，
确定县域贷款“投放点”，明
确退出行业、限制行业、鼓
励行业，促进信贷业务健康
发展。

助力业务发展，提振
发展潜力。一是结合其他
银行机构贷款办理情况，
整合贷款资料，在确保债
权的前提下将资料整合为

《个人贷款授信申请书》和
《个人贷款调查审查审批
书》两种基本资料和合同
资料，减少客户签字频率，
同时实行小额贷款2日、大
额贷款3日限时服务，提高
了工作效率。二是实行审
查报告制度，为提高审查
审批效率，减少信贷资料
的多次传递，对不影响信
贷风险但存在瑕疵的资
料，审查人员在审查报告
中逐一列示存在的瑕疵问
题，审批完毕后由放款岗
逐一整改。

落实后发放贷款。三
是结合县域行业特点，通
过与农业局、畜牧局等科
局单位沟通，掌握行业信
息，审查审批中心与风险
管理部、业务发展部共同
确定每个乡镇的贷款“投
放点”，指导辖内信用社的
走访重点和营销方向。

(刘传新 杨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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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日讯(记者 李榕) 4月
1日，德州市政府召开相关部门清明节
群众祭扫和缅怀祭奠革命先烈活动
工作协调会议，记者了解到，4月3日德
州市领导及各界人士将在市革命烈
士陵园举行缅怀祭奠革命先烈活动。
此外，民政部门启动清明期间突发事
件应急预案，并向社会公布重点部门
的值班电话。

据了解，清明节群众祭扫接待重
点地区包括德州市烈士陵园、永安陵
园公墓及周边地区；祭扫高峰期为4月
1日至10日，高峰日为4月4、5、6日每天
早7：30分至晚6：30分。

此外，德州市民政局完善工作预
案和应急措施，确保消防和交通安
全；殡葬服务机构将配备消防栓、灭
火器等必备设施；在祭扫区域安排消
防车辆、医疗救治等车辆值班；将合
理设置销售丧葬物品摊位，严格控制
摊商数量；加强对摊商管理；对无照
乱设摊点及时查处取缔；对清明群众
扫墓期间出现骨灰格位传销或变相
销售以及有关人员制造事端等情况，
及时进行处置。据了解，全市共设置4

处观察点，包括德城区福山陵园公
墓、禹城市福寿园公墓、乐陵市逸思
园公墓、临邑县逸安公墓。4月1日至10

日，观察点须每天报送当日祭扫数、
车辆数、工作人员数等情况。

此外，六大重点部门也公布了值
班电话，市民政局：0534—2687294；永
安陵园：0534—2351777；市城管执法支
队：0534—2182095；市工商局：0534—
2323076；市人民医院：0534—2637777。

雨中扫墓 4月1日上午，德州市公安消防支队180余名消防战士冒雨来到德州市革命烈士陵园扫墓。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尹岩 摄影报道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王
乐伟) 3月30日下午，平原县
遗体(角膜)无偿捐献志愿者
于文波因病去世，遵照他生前
的遗愿，他的家人执行其遗体
(角膜)捐献。据了解，这已经
是德州市的第7例遗体捐献，
而截止到现在，德州市有64例
登记遗体捐献。

“于文波老人是平原县首
例成功实现遗体(角膜)捐献
的志愿者，他的愿望就是在去

世后为这个社会做最后一次
贡献。”平原县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雷令飞说，2月14日，于文
波委托他的儿子于占海到平
原县红十字会办公室申请捐
献遗体(角膜)，让儿子作为执
行人，并在捐献承诺书上签
字。3月30日13时，90岁的于文
波去世，其家人第一时间与平
原县红十字会取得联系。

在德州市红十字会的协调
下，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负责人

李岚及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到
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据李岚
介绍，于文波无偿捐献出的眼
角膜经检测合格后，将会立即
移植给需要的患者；遗体将用
于医学教育、科研和临床使用。

像于文波老人一样，带给
这个社会希望的还有好多人，

“张星南、刘振山、林英浩……
他们的名字我们到现在都一
直记着，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
个故事。”德州红十字会办公

室工作人员说，他们当中最大
的90岁，最小的仅7天，不管他
们的生命多长，遗体捐献后，
他们的身体或角膜都得到了
更长的生命。

记者从德州市红十字会
了解到，从有数据统计以来到
现在，遗体捐献登记的有64
例，实现捐献的有7例。此外，
目前，德州造血干细胞捐献达
19例，越来越多人走到这个行
列里面。

18年前，沈怀胜在天衢路
上开了一家扎彩店，在此之前
他做过修车工，卖过菜，卖过
烟酒，还开过饭店，总之，下岗
后他不断摸索着适合自己的
职业。而早在25年前他就经常
在红白事上当总管，这也是他
进入白事服务行业的原因。

老沈开扎彩店时，德州
市区仅有三家，店里的几十
种器件都是他自己研究出来
的，现在扎彩店越来越多，存
活下来的老店就他这一家。

“开扎彩店单靠零售是不行
的，还要和企事业单位建立
联系。”在老沈的扎彩店里购
买丧葬用品，他可以免费提
供白事服务，料理白事让他
结识了很多人，越来越多的
人打电话请他去当白事总
管，目前市区几十个企事业
单位都是他的客户，所以扎
彩店的生意越来越好。

“做生意就是相互帮忙，
别人帮我多接些订单，我帮
别人料理好白事。”老沈天生

就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在
毛巾厂下岗之前，他就担任
单位的白事总管，操持起扎
彩店后，殡葬用品的制作他
无师自通，客户想要的器物
他都能做出来。老沈回忆说：

“之前有个客户，她父亲生前
是一位老飞行员，女儿梦见
父亲要开飞机，2009年父亲
托梦给女儿，想要一架飞机，
但女儿走遍德州市区的扎彩
店都未买到。为遂其心愿，老
沈特地画了图纸，按照逝者

生前所开飞机的模样，制作
成功。”

生老病死都是大事，随从
逝者的心愿是对逝者最大的
尊重。“白事服务是最干净的
职业，即使不挣钱也要帮一
把。”老沈说，做生意总会被社
会所染，但白事服务不一样，

“它是个良心活儿，生者的杂
念是对逝者最大的不恭。烧
纸、烧器物是中国人的千年祭
祀习俗，心诚则灵，我能做到
的就尽量试一把。”

清明高速免费

注意错峰出行

本报4月1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申毅) 清明节期间，全国高速
公路将继续对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
车实施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免
费放行时间从4月4日0：00开始，到4月
6日24：00结束，危化品运输车辆在此
期间禁止通行高速公路。

由于今年清明节正逢双休日，道
路通行压力尤为突出。德州高速交警
特别提示，今年清明节在小长假的第
二天，预计三天的车流都非常集中，市
民在驾车出行时要提早查询好相关的
出行路线做好规划，尽量避免高峰时
出行。同时，由于高速免费车流量大，
极易引发追尾事故的发生。因此，广大
驾驶员朋友要合理控制车速，保持安
全车距，避免因车速过快、没有控制合
理的车距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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