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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城市功能和综合竞争力大大提高

中中心心城城区区集集中中供供暖暖迅迅速速扩扩容容
于官屯大桥北侧

限高杆又被撞歪

沙沙王王河河五五千千米米河河道道清清淤淤
完工后将灌入新水

六旬老人捡钱包

苦等失主到天黑

为进一步完善业务部室
职能，增强管理能力，夏津联
社通过转变工作理念、转变
管理模式、转变工作方式，实
现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转变工作理念，强化三
种意识。一是强化职能定位
意识。实现部室人员由监管
统计、上传下达传统职能，向
全面提升管理职能方向转
变。二是强化责任担当意识。
通过制定部室人员岗位职责
分工表，强化落实岗位责任
制，使业务部室之间、部室内
部人员之间对各项工作不
推、不拖、不靠，增强工作的
主动性。三是强化沟通合作
意识。通过引导部室人员工
作思路转变和换位思考，实
现部室人员每周下社调研至
少一次，逐步扭转部室人员

下基层少，对基层工作掌握
不全面的现状，防止部室工
作与基层信用社实际脱钩。
针对信用社集中反映的业务
问题，通过印制办理流程表、
操作手册等方式强化指导。
截止目前，累计印制各种流
程表、操作手册600余份。

转变管理模式，实现三
种机制。一是建立部室管理
的“倒逼”工作机制。由部室
人员根据职责分工，对具体
问题提出思路和方法，供领
导决策，常规工作按进度和
要求，对分管领导工作提示。
彻底扭转以往工作中领导安
排什么干什么，领导安排怎
么干就怎么干的被动局面。
二是建立业务部室对基层信
用社的指导帮扶机制。一方
面解决基层信用社信贷手续

繁琐问题，对当前手续要件
进行整合，精简贷款手续。另
一方面联系经管局、中小企
业局等职能科局，帮助基层信
用社寻求贷款投放点。截止目
前，贷款余额较年初增长1 . 2
亿元。三是实现传统职能传导
分散机制。抽调政治素质高、
业务能力强的信贷业务人员
成立技术顾问小组，培养年
轻的信贷业务骨干，分解业
务培训、系统运用、疑难解答
等传统职能，逐步转变部室
职能过多、过于集中而导致
工作精力分散，对下管理职
能难以充分发挥的现状。

转变工作方式，提高三
种能力。一是提高对自身工
作的驾驭能力。通过细化职
责分工，强化业务考核和实
现分管领导垂直管理，逐步

改善部室人员碰见一个问题
解决一个问题，业务知识不
系统的现状。二是提高对部
室整体工作的掌控能力。通
过实行部室内部业务交流，
设立AB岗和定期轮岗交流
制度，强化业务沟通交流机
制，使部室人员成为一专多能
的多面手。三是提高对下的管
理能力。部室人员在完成常规
工作的基础上，对本部室一项
或几项指标实行“承包责任
制”，建立督导台账。通过实
时监测，对业务指标进展缓
慢、风险指标防控不力，逾
期、欠息贷款出现增长的信
用社，通过下发风险提示书、
业务督导书、电话调度和现
场督导等方式，不断提高信
贷人员综合管理水平和信贷
资产质量。 (王明果 杨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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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张磊) 4

月15日上午，市民任先生拨打本报热
线反映，德城区于官屯大桥北侧通往
岔河西大道上的一处限高杆被撞歪
了，倾斜的限高杆影响市民行车安全。

据了解，该限高杆位于于官屯大
桥桥北路东，一条连接滨河快速道与
于官屯大桥的小路转角处。2 . 9米限高
杆向西南方向倾斜10度左右，经刮蹭
后，杆体顶部出现不同程度的凹陷。受
强力刮带，限高杆一侧桩部被拔起，整
个限高杆摇摇欲坠。除此外，在限高杆
一侧绿化用地上，还呈现大面积车辆
轮胎压痕。

“这旁边就是学校，这个小路是不
少孩子回家的捷径，万一出点事儿就
晚了。”市民任先生称，早晨6点多去上
班时就发现限高杆已经被撞歪了。而
且，这条小路夜间常有大车经过，限高
杆被撞也不是第一次。

“初步怀疑是渣土车所为，该路段
是不少运输车辆通行路段。”德州交警
一大队民警称，正如市民反映，在于官
屯大桥桥北路东处确曾有一处限高杆
被撞坏，只好拆除，目前还未重新安
装。“拆掉并非允许渣土车通行，警方
会加大夜间巡查力度，加强对该路段
治理。”

本报4月15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贾鹏) 64岁的侯世荣是乐陵市孔
镇大宋村村民，4月9日下午，她无意间捡
到一个内含身份证、10多张银行卡和500

多元现金的钱包，苦等失主到天黑，最
终将手包“完璧归赵”。

4月9日下午，北京嘉寓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田海龙乘坐大巴车
从临沂到北京嘉寓乐陵生产基地做业
务。来到乐陵，下车付款的时候，顺手
把钱包放在座位上，等他到宾馆办理
入住手续时，才发现钱包不见了。

然而，晚上10点左右，田海龙突然
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这个陌生
人说，自己的岳母捡到了一个钱包，请
他前去认领。原来，当日下午4时，侯世
荣搭乘一辆大巴车去乐陵的女儿家，
到了车站，又让车把她送到双狮桥，下
车的侯世荣发现遗落在座位上的一个
手包，侯世荣捡起钱包，下车苦等失主
一直到天黑。

晚上10点多，女婿范海建和女儿回
到家后，侯世荣告诉范海建捡到了一个
钱包，范海建从钱包里看到了田海龙的
身份证和名片，很快就拨通了田海龙的
电话，将遗忘的手包完璧归赵。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孔令亮)

做饭从使用蜂窝煤到天然
气，取暖从自己烧煤炉到干
净卫生的集中供暖，1995年，
德州由德州地区转为地级
市。把建设重点放在了改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综合竞
争力上。15日，记者在德州市
公用事业局了解到，建市20
年来集中供热面积从1995年
的3 . 7万平方米增长为2000
余万平方米，集中供热面积

增幅数百倍。
“以前冬天取暖只能自

己烧煤炉，不但脏乱，而且
温度也不高，盖几床被子还
特 别 冷 ，现 在 有 了 集 中 供
暖，冬天屋里能超过20℃。”
新华街道办事处陈公社区的
王老先生称，以前做饭用的
是蜂窝煤，现在用上了天然
气，只要轻轻一按，火就燃
起来了。

1 9 9 5年市公用事业管
理局成立，历经三次大的变
动和改革，负责中心城区供
水、供气、供热保障任务。供
水方面，1985—1995年，自
来水公司铺设北园小区、新
湖南路、天衢新河路、新湖
路等输水干管及配水管网。

1995年实际服务29万人，供
水管网长度194公里；2010
年，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
完成了加压泵站，大大缓解
了日趋增大的供水压力。供
气方面，1995年德州市天然
气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开创
了山东省第一家城区居民使
用管道天然气的先例，共铺
设管道干线4 . 7公里，发展
用户500户；2000年10月31
日，天然气管网一、二期工
程顺利完工。输气主干线穿
越运河，形成供气双回路，
使供气能力由6万方/日提高
到 1 2 万方 / 日。供热方面，
1 9 9 4年实现对市区居民采
暖集中供热，投资建设了以
印染厂为热源的供热工程，

实现集中供热面积3 . 7万平
方米。目前，德州市市区供
热企业有六家。

2014年，建设完成第四
水厂，实现了中心城区“四区
联网、双厂联供”的供水格
局；建设一期、二期、三期供
热管网工程，形成了以华能
德州电厂为主热源的南北两
条供热主管网的供热新局
面，高铁新区历史上首次实
现集中供热。2015年，中心城
区供水、供气、供热管网总长
度已达2908公里，年供水量
3320万吨，供气量1 . 75亿元
立方米，集中供热面积2767
万平方米，供水、供气、供热
普及率分别达到95%、96%和
70%，均居全省前列。

本报4月15日讯 (记者
孙婷婷 ) 15日，记者从相关
部门了解到，沙王河部分河
段开始清淤工作，南部河段
从新河路到减河湿地大堤，
北部河段从三八路到曹村。
据了解，目前正在清理河道
上的淤泥，再灌入新水。

15日上午，在沙王河三八
路以北河段，工作人员正在
将河道内的积水抽到污水管
道内。家住宋官屯小区的王

女士介绍，溜达时只要走近
河岸边，就能闻到臭水味。

“河道里被扔了很多垃圾，长
了很多水草，河水由开始的
绿色后来就成黑色了。”

“今年水位较低，在河岸东
侧，露出了往河道里排污水的
水管，看水的颜色不像是生活
污水。”一位市民介绍，他每天
早上上班从河岸边经过，发现
在三八路与天衢路河道中间位
置，有一个排污管往河道内排

放灰白色的污水。
在靠近天衢路的位置，

河道内的水已经清理干净，
在天衢路路面下桥涵内的残
余的水洼内，附近的居民在
打捞鱼。一辆挖掘机正将河
道内比较稀的淤泥铲到一
侧。“淤泥太稀了，没办法清
理上来。”现场一名工作人员
介绍，直接铲到河岸上的话，
会破坏两岸绿化带。

15日14时许，河岸两侧已

经在绿化带上铺了一层尼龙
雨布，三辆挖掘机将铲上来
的淤泥放置在上面。

“这一周之内清理完淤
泥等河道上的附着物。”宋官
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沙王河需要清淤的
河道大约有5000米，北段从
三八路到曹村，南段从新河
路往南到减河湿地大堤。“清
理到能看到土层，之后灌上
新水。”

15日，在三八路至天衢路河段的沙王河内，挖掘机在清理河道附着物。 孙婷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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