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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居民家中已经有了热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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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王哲) 12
日，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
心城区90%的小区已经热循环
到户，居民家中开始有了热乎
气，其余小区正在陆续投运，
11月15日零时将按时达标向
用户供暖。

目前，德州市中心城区现
有3家集中供热热源企业和7
家管道供热企业，集中供热管
网总长度1942公里，基本覆盖
中心城区建成区。今年，政府
投资2 . 29亿元，加快推进供热
设施改造建设工作，累计完
成147个供热项目的建设任

务，其中包括69个老旧小区
和15个地热井替代项目，年
度新增供热面积273万平方
米，合同面积达3980万平方
米，集中供热普及率76%，大
约有1067个小区(单位)、28
万户居民实现集中供热。截
至目前，绝大多数项目已经
完工，9 0%小区已经热循环
到户，居民家中开始升高温
度，其余小区正在陆续投运，
11月15日零时将按时达标向
用户供暖。

如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部分小区也已经提前热乎了。
12日，记者在德州凯元热电有

限公司了解到，该公司今年负
责300余万平方米供热面积，
已于7日进行点炉，目前，经济
技术开发区已进入热循环阶
段，不少居民家中已感受到温
暖。德州凯元热电有限公司是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热源单位,
负责为中环寰慧、恒源热力公
司两家公司提供热源，主要承
担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和
居民用户的供热任务。

记者在德州凯元热电有
限公司锅炉集中控制室看
到，运煤传送带正在有序地
往锅炉运送煤炭。该公司共
有三台锅炉两台机组，今年

启动较往年提前，第一台锅
炉已经在7日点炉，随着气温
降低另外两台也将陆续启
用。工作人员介绍，煤炭储存
量可满足一个月的用量，“无
论是供热首站还是中控室，
都实行24小时轮班制，确保
机组运行顺畅，目前来看低
温水已经到了42度，高温水已
经到了51度，随着室外温度降
低还将升高。”

今年，中环寰慧(德州)节
能热力有限公司是第三年进
行供热。“今冬供热面积将达
到101余万平方米，共计39个
换热站，目前有19个站已经热

循环到户，剩余20个站在12日
也全部开启。”工作人员介绍，
嘉诚东郡四栋楼为今年新入
网小区，月亮湾二期正在施
工，预计明年也将纳入公司集
中供热。

据悉，今年中环寰慧热力
公司引进了两个调度管理软
件，该软件就像外卖员“派
单”一样，打进客服的电话由
工作人员录入系统，维修人
员的手机上安装的App将同
步出现，而且将根据程度分
为几档，后台不仅可以监测维
修人员的完成情况，还可跟踪
居民满意度。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张
磊) 11日晚，一则关于交通事
故的短视频在微信朋友圈内疯
传，画面显示多辆轿车碰撞后损
毁严重，疑似有多名人员受伤。
12日，德州公安交警部门发布案
情通告，该事故发生于经济技术
开发区，追尾事故造成一死四伤
惨剧。肇事者涉嫌醉酒驾驶，已
被警方控制。

警方案情通告如下：2018年
11月11日17时20分许，在德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八路东路与
崇德十大道交叉口东侧发生一
起交通事故，崔某乐(男，35岁，
德州市宁津县人，准驾车型：
C1，驾龄：8年)驾驶鲁ND05S2
号小型轿车沿三八东路由东向
西行驶至事故地点时，其车与前
方停车依次等候交通信号通行
的四辆小型轿车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造成鲁N00199号小型轿车
驾驶人吴某燕(女，37岁)当场死
亡、鲁N00199号小型轿车乘车
人刘某涵(女，10岁)受伤，正在

德州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造成
鲁ND05S2号小型轿车驾驶人崔
某乐、鲁NN8A58号小型驾驶人
刘某沾(男，51岁)、鲁NN8A58
号小型轿车乘车人孙某艳(女，
50岁)受伤，刘某沾、孙某艳正在
德州市中医院观察治疗。

接警后，德州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事故处理大队立即启动应
急预案，进行现场勘查、调查取

证、走访排查等工作。目前，肇事
驾驶员鲁ND05S2号小型轿车驾
驶人崔某乐已被控制，对其进行
呼气式酒精检测值为 8 6㎎ /
100ml，涉嫌醉酒驾驶，按照《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等相
关法律规定，已对其进行提取血
样、尿样，并送交相关鉴定机构
进行检验。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五五车车相相撞撞致致一一死死四四伤伤
交警部门通报案情：肇事者涉嫌醉驾

今年的“双十一”再掀网购
狂潮，数以千亿的成交额背后，
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电商产业。
一个个“淘宝村”应运而生，深刻
地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经济形态。
德州宁津县张大庄镇可谓其中
佼佼者，作为德州首个且连续四
次获称“中国淘宝镇”的乡镇，如
今全年木器家具网销额达到4亿
元，其中交易额超过1000万元的
企业就有6家。

淘宝村之所以备受关注，正
源于它所带来的经济社会价值，
在促进人员返乡、增加就业、促
进农村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忽视的作用。首先，淘宝村赋
予农村经济新的生命力，不仅直
接促进了地方特色农副产品的
销售，还拉动了产品深加工，提
升了附加值，延长了产业链，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淘宝村
创造了规模化就业机会，帮助村

民脱贫致富，极大缓解了“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
题。第三，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改
善 ，淘 宝 村 也 奉 献 了“ 神 助
攻”，不只拉动了交通、物流、
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
还将农村人真正带入了互联网
时代，营销与世界接轨，思维和
时代同步。

当下，风头正劲的淘宝村也
遇到了成长的烦恼，同质化竞
争、人才短板、缺乏自有品牌、电
商经营模式单一……这些都困
扰着淘宝村的前进脚步。以人才
为例，由于缺乏懂英语的人才，
不少淘宝村在发展跨境电商中，
都遭遇了语言难关，即便拥有外
贸资质，也难以让产品走出国
门。对此，张大庄镇人也深有体
会，并作出了有益尝试。该镇建
立起了以张大庄镇电子商务服
务中心为核心的电商一条街，将

“电子商务+木器加工”模式向更
为纵深领域推进，并免费举办电
子商务培训班，累计培训人员99
户277人，帮助贫困户开设网店
120家。

面对发展瓶颈，淘宝村如何
见招拆招，“宁津样板”值得学
习，也带给了我们新的思考。首
先，人才是破题要义，淘宝村要
建立电商人才孵化基地，面向全
国招聘网店美工、营销推广、行
情分析等高端人才，借此做好消
费需求分析，加强自主设计，提
升产品品质和推动产品创新。另
外，淘宝村要完善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平台，帮助企业进行品牌宣
传和营销，推动网商企业化，服
务体系化，更加重视团队、品牌
和客户服务。总之，唯有在时代
变革的路上不断尝试，兼备专业
精神和市场眼光，淘宝村才会生
机勃勃。

宁宁津津淘淘宝宝镇镇的的创创富富模模式式值值得得学学习习

本报11月12日讯(记
者 贺莹莹) 12日，记
者了解到，中心城区共
有746个小区，其中超三
成建设较早，配套设施
落后陈旧，极大影响了
居民的生活质量。截至
目前，中心城区163个老
旧小区改造竣工，改造面
积达到230万平方米，有
近10万名居民真切感受
到了居住环境的变化。

德州市委、市政府
确定自2016年起，利用3
年 时 间 ，对 中 心 城 区
1995年以前建设的老旧
小区全部改造。德州连
续3年将老旧小区改造

列入城建计划，明确重
要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
买单，同时还争取省级
奖补资金、鼓励专营单
位自筹，共筹集资金8 . 3
亿元。

德州市明确由街
道、社区用“菜单式”调查
问卷，组织基层社区人员
对改造小区进行摸底，征
求意见覆盖改造区域住
户的90%以上。“目前，改
造仍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除了完工的163个小区
外，还有72个正在施工，
确保3年任务目标如期实
现。”德州市房管中心相
关负责人说。

163个老旧小区改造竣工

监控视频截图。

葛 每周一评

本报1 1月1 2日讯
(记者 路龙帅 ) 近
日，台胞王孟道在德州
市台办的帮助下成功找
到大陆亲人，寻亲之路
历时半年，令人动容。

台胞王孟道是台
湾云林人，父亲1949年
去台，现已过世，但家
人思念家乡，对寻亲一
直念念不忘。由于时间
久远，且王先生提供的
信息十分有限，仅知道
父亲是德州人，于是多
次联系德州市台办，请

求帮助寻找。
近期，王先生与市

台办联系，说父亲老家
可能叫桑园镇，市台办
工作人员分析后判断，
王先生的老家应该是
河北省吴桥县桑园镇。
经多方协调，终于找到
了王先生现住吴桥县
桑园镇的亲人。王先生
称，此次在德州台办和
吴桥县的帮助下，终于
圆了心中的梦想，十分
感动和感谢，近期将回
乡探亲祭祖。

台湾老人半年寻亲终圆梦

审计打通教育扶贫资金

最后一公里

本报11月12日讯(记
者 张磊 通讯员 孟
翠 范佳琪) 近日，齐
河县审计局开展了教育
扶贫资金专项审计，对
所涉及中央级、省级、县
级专项配套资助的发放
程序及资金的运行使用
情况，进行调查。

据了解，该项审计
重点关注对教育扶贫
资金的投入、拨付、分
配、管理及使用效益
等情况。通过对资助
人员情况与扶贫大数
据、残联大数据、行政

事业单位人员等方面
大数据相关联，筛选比
对，找出疑点，对易发
现问题及薄弱环节进
行跟踪调查，确保资金
高效利用，助力扶贫资
金精准到位，为实现精
准教育扶贫打通了最
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刘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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