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改薄”投入57亿元，竣工校舍274 . 87万平方米

中中小小学学初初始始年年级级基基本本消消除除大大班班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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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4日讯 为全
面提升辖区内广大妇女群众
的综合素质，切实帮助她们树
立新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
11月12日上午，化楼镇卫计办、
妇联联合组织举办新农村新
生活新女性——— 母亲素质提
升工程培训班，该镇80余名
妇女群众参加培训。

据悉，培训班邀请了德
州市委党校齐丽梅老师为大
家授课，课上，齐老师用通俗
的语言和大量的事例，对家
庭教育、家人关系如何相处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并
与学员们现场互动，以此帮
助广大妇女群众提高自身素

质，塑造新时期妇女新形象，
确保以健康向上的状态全身
心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从而
提高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

(张文娟)

乐陵化楼镇>>

举办“新农村新生活新女性”培训班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刘潇
通讯员 张文鹏) 11月14日，记者
从德州市教育局获悉，截至目前,德
州“全面改薄”已累计完成投资57亿
元,竣工校舍274 . 87万平方米；解决
大班额项目完工学校32所，增加学位
3 . 5万个，中小学初始年级基本消除
了大班额。

今年以来,德州城乡教育均衡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并启动实施第三期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截止到目
前,全市新开工建设幼儿园156所,开
工率90%,主体完工幼儿园106所,完
工率61%,其中投入使用幼儿园66
所。共投入资金2 . 33亿元,建设面积
21 . 37万平方米,预计到年底可新增
幼儿学位22790个,进一步扩增全市
学前教育资源。

高中教育方面,针对德州市普通
高中资源不足的问题,启动实施了德
州一中东校区、实验中学扩建和宁津
一中新建工程。同时,吸引社会资本
投入,4所民办普通高中投入使用,增
加高中学位1900个。职业教育方面,
今年年底,德州市职业教育公共实训

中心将投入使用,采取“一主多辅”的
模式,为职业学校和社会、企业提供
服务。中职与普通高中“学分互认、学
籍互转”工作开展顺利,近年来,已有
180多人由职业学校通过考试转入普
通高中,513人由普通高中转入中职
学校。引导具备条件的职业学校申办
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2018年全
市新增五年制专业点59个,全市五年
制专业点达到73个。“3+4”对口贯通
分段培养升本率达到了96%。

根据计划,明年德州将继续推动
解决城镇大班额工作,逐步缩小城乡
办学差距。大力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采取捆绑考核、联盟校等方式,建
立城乡学校发展共同体,实现城乡学
校在师资、管理、资源等方式的共享、
共用。

同时,积极推进高中阶段教育攻
坚,争取在3-5年内,不断增加全市高
中学位 ,积极提升中职教育办学特
色,满足群众高中阶段就学需求。另
外,大力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
动计划,2019年计划新建、改扩建133
所幼儿园,增加学位19610个。

德州一中东校区扩建项目
项目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河东路南侧,一中东校区西邻,长河大道以

东,规划17号线以北。项目占地面积约133 . 8亩,60个教学班,设计规模3000人,
总投资约3 . 0亿元。总建筑面积6 . 4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教学楼、餐厅、学
生宿舍等。项目建成后年可新增学位1000个，新增260名教职工。

德州实验中学规范化续建项目
项目将利用学校北侧原粮食学校校址进行改造续建。总建筑面积

39764平方米 ,其中 ,艺术教学楼建筑面积7878平方米 ,学生餐厅建筑面积
12516平方米,学生宿舍建筑总面积10060平方米,体育馆建筑总面积9310平
方米,建设400米标准运动场一处。项目新增班级16个,可新增600个学位数。

德州高级师范学校项目
项目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崇德七大道与八大道之间,

规划纬十四路以北范围,占地约527 . 4亩,总投资约11 . 96亿
元。总建设面积约19 . 2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教学
楼、图书馆、艺术楼等。建成后,现有德州幼儿师范
学校、平原师范学校、临邑师范学校将合并到该
学校中,并和德州学院联合办学。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韩吉强
牟永来) 日前，省人社厅发
布《关于山东鲁能智能技术
有限公司等24个单位设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的通知》，德
州的山东福洋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市农业科学研究
院2家单位上榜。

目前，全市已有16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根据要求，
工作站须参考申报设站时提
出的发展规划和研究项目(课

题)，结合现阶段重大科研任
务，尽快筛选确定合适的博士
后研究项目、课题立项，制定
招收计划。并按照公开、公平、
竞争、择优的原则，对申请进
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进行认
真遴选，严格按规定条件招收
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工作。此
外，对新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招收首位博士后研究人
员进站启动创新项目后，省
财政给予设站单位10万元博
士后研究人员招收补贴。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刘振) 近日，德州市经济合
作局成功引进山东中科生物
创新产业园项目，配合武城
县具体跟进落实，目前已完
成注册，注册资本1 . 6亿元，落
户武城县。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总
投资12亿元，占地500亩，引进
高科技生物技术团队，建设
现代化商务办公区、会议中

心、GMP认证的保健品、食品
生产基地、酵素菌肥生产研
发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以
及全自动化发酵生产线、医
药级冻干生产线、国家级原菌
发酵车间等。项目建成投产
后，预计年纳税近亿元，解决
劳动力600人。项目由北京保罗
生物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
术研究所共同投资建设。

产产业业园园大大项项目目落落户户武武城城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贺莹莹) 14日，记者了解到，
今年以来，德州市以乡村振
兴战略为契机，围绕现代农
业示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精
准扶贫，积极扩大有效投入，
充分发挥投资在乡村振兴中
的关键作用。其中，德州城乡
融合取得新突破，全市累计
已建成或在建农村新型社区
430个，40万农户住进了设施
配套、生活便利、环境优美的
新社区，建成规模以上农村
产业园区900个，45万农民实
现了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

近年来，乡村振兴投资
成效显著，乡村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德州市统筹推进农
村住房、道路、饮水、供电、供
暖、厕所等改造工程，逐步消
除农村危房。近几年全市农
村“七改”全面提速，人居环
境整治加快推进，建设了较

为完善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
系统。全市高标准推进综治
中心建设，134个乡镇(街道)
完成综治中心标准化改建；
4206个村(社区)完成综治中
心规范化改建。深入实施“雪
亮工程”，推进“村村通”视频
监控全覆盖工程。

城乡融合取得新突破。
德州持续推进农村新型社区、
产业园区“两区同建”，加快促
进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

“两个转变”，通过农民居住向
社区集中，就业向园区集中，
土地向适度规模集中，加快城
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
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农民就
近就业，创造了传统农区实
现 就 地 城 镇 化 的“ 德 州 模
式”。全市累计已建成或在建
农村新型社区430个，40万农
户住进了环境优美的新社
区，建成规模以上农村产业

园区900个，45万农民实现了
家门口就近就地就业。

近年来，德州积极探索
新型城镇化道路，大力推进
两区同建和省市示范镇建
设。积极推广“农业+旅游”、

“农业+休闲”等模式，推进现
代农业田园综合体建设。全
市共打造各类农业园区263
个，累计投资额739亿元，吸
纳农村劳动力17 . 6万人。

另外，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逐步壮大。目前，全市发展
农民合作社达1 . 4万家，培育
家庭农场达2490家，规模以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840家。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4
个，省级5个；农家乐、休闲农
庄、民俗村等休闲农业经营
主体达699个，接待游客达
440多万人，实现营业收入8
亿多元。

本报11月14日讯(记者 路龙
帅 通讯员 王金鑫) 近日，我
省举办第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
节，德州市的两部作品荣获全省
优秀新创群众艺术作品优秀奖，
获奖作品分别为独唱《大苇荡》
和相声《心病》。书法作品《行书
条幅》荣获优秀美术作品奖。

近年来，德州市加大文化艺
术创作经费投入，艺术家创作热
情不断高涨，文化艺术事业持续
健康发展。群众文艺创作繁荣发
展，成功举办两届“运河情”八省
(市)音乐创作系列活动，加强与
运河沿岸城市的合作交流，为第
十一届山东文化艺术节打造优
秀精品，展示大美运河风情魅力
打下坚实基础。

4455万万农农民民实实现现家家门门口口就就近近就就地地就就业业

乡村振兴投资显成效，城乡融合取得新突破

新新增增22家家博博士士后后科科研研工工作作站站

国网德州供电公司>>

开展客户用电设备安全专项检查

近日，国网德州供电
公司工作人员来到二十里
铺工业园，对园区内企业
客户用电设备开展专项安
全检查，提升设备安全可
靠性，为迎峰度冬打下坚
实基础。

据了解，因客户产权
设施、管理缺失等引发的
线路跳闸、停电问题时有
发生。为此该公司启动迎
峰度冬客户用电设备专项
排查活动，重点检查用户
安全工器具、设备运行、

“四防”措施是否到位等情
况，指导客户安全可靠用
电。工作人员对发现的客

户用电隐患实行边查边
改，并把客户隐患排查治
理作为安全管理的重要手
段、为民服务的有效措施，
能够当场整改的立即整
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将
现场排查出的隐患，逐一
录入“电力设施隐患整改
明细表”，实行“一患一档”
闭环管理，并制订整改计
划，明确责任人、责任单位
和整改时限，确保检查横
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
角。同时，在隐患整改前制
订有效管控措施，确保彻
底消除隐患。

(国良 永超 王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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