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20年10月30日 星期五 编辑：常学艺 美编：魏巍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主打关注

本报德州10月29日讯(记者 李梦
晴 通讯员 赵庆川 ) 10月29日上
午，德州学院与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校
城融合基础教育合作暨德州学院附属
第一实验小学揭牌仪式在德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曹村小学风雨操场举行。

据悉，为贯彻落实深化校城融合、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
德州学院人才智力资源优势和德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政治、经济资源优势，促
进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与德州学院应用型本科高校
建设高质量发展，双方本着“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共同促进、融合发展”的原
则，在合作办学、资源共享、教师交流、
师资培训以及科研合作等方面实行协
商规划、合作推进、成果共享，不仅建设
基础教育合作实验示范学校，选择曹村
小学作为示范学校，加挂“德州学院附
属第一实验小学”校牌，还以德州学院
附属第一实验小学为核心，以“1+N”模
式分期分批建立基础教育合作实验学
校联盟，首批联盟学校为：王庄小学、付
庄小学、东城小学、杨庄小学、尚德小
学，加挂“德州学院附属实验小学联盟
学校”校牌。

活动现场，副市长董绍辉和德州学
院校长赵胜村为“德州学院附属第一实
验小学”揭牌。德州学院副校长李永平
和市教体局局长张书鹏为首批联盟学
校颁发“德州学院附属实验小学联盟学
校”的校牌。

李永平表示，学校将以这次合作为
契机，围绕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发
展实际，建设更多地方教育事业亟需的
师范教育专业群，搭建更多校地、校校
教育合作平台，培养更多地方教育事业
急需的教育人才，为德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和德州市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贡
献智慧和力量，着力推进地方性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建设，努力为德州经济社会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德州市委市政府和德州学院
深化校城融合、推动高质量发展决策部
署的重要工作成果，也是推动开发区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坚实一步。”德州市
政府副秘书长、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
会事务服务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于吉军
表示，近年来，开发区秉承“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工作理念，加大教育投入，深
化体制改革，推动了教育质量全面提升。

于吉军介绍，今年以来，立足开发
区体制机制改革后的新形势、新局面和
新要求，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坚持从最现
实、最迫切的问题入手，补短板强弱项、
树品牌办特色，优化教育资源布局，扩
大优质资源供给，社会影响力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全面加强。特
别是在三个方面又取得新的进步：一是
坚持集团化办学，做好教育资源布局顶
层设计，通过老校带新校、强校扶弱校
的方式，形成集团办学格局，以“1+N”
模式组建同济中学、德开小学、长河小
学3个区内教育集团，推动区域教育均
衡发展。二是坚持规范化办学，全面推
行县管校聘、绩效考核和校长职级制等
八项改革；以“智慧课堂”教学改革和创
建“双名”工程为引领，建立12个学科基
地；与市教科院广泛合作，形成全区大
教研格局。三是坚持多元化办学，大力
实践区外合作办学理念，做深做实与北
京八中共建崇德中学，扩大与山东师范
大学基础教育集团合作办学规模，推动
河北阳光教育集团开办德州阳光未来
外国语学校，积极引进省内外知名优质
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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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10月29日讯(记者
王金刚) 为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防止和纠
治松劲懈怠、弄虚作假等问题，进
一步正风肃纪，强化警示教育，29
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获悉，
德州市纪委通报3起各级近期查处
的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
型问题。

陵城区临齐街道张机管区书
记任涛等人在危房改造工作中失
职失责、弄虚作假等问题。2020年4
月，在陵城区脱贫户危房改造检查
中，王定杆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伟在某脱贫户未进行危房
改造、未搬离原居住地点的情况
下，摆拍其在儿子家居住的照片应
付上级检查。4月下旬，由临齐街道
办事处出资为该脱贫户修缮房屋，
但在修缮过程中，施工存在明显瑕

疵。民政助理吴文星作为危房改造
负责人，未发现明显存在的修缮不
合格问题。任涛对该脱贫户不想到
其儿子家居住的诉求置之不理，在
了解到该脱贫户对修缮结果不满
意问题后，未给予足够重视和妥善
处置，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整改，被

《问政德州》栏目曝光。任涛、吴文
星、王伟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夏津县雷集镇肖庄村党支部
原书记李德华在扶贫项目监管中
履职不力问题。2019年10月至2020
年4月，李德华作为肖庄村光伏发
电设备管护责任人和村党支部书
记，未能按要求做到每月对光伏发
电情况进行查看，以致于光伏项目
在2019年10月发生故障，连续7个
月没有产生扶贫收益，造成光伏发
电扶贫收益损失。李德华受到党内
警告处分。

乐陵市黄夹镇安监办原科员
张长辉履行职责不力漏报贫困户
自来水安装问题。2019年12月，时
任黄夹镇东大桑树村扶贫包村干
部张长辉，没有按照黄夹镇扶贫办
要求，逐户到东大桑树贫困户家中
走访排查未通自来水情况，因此漏
报、延误了部分贫困户的自来水安
装工作，直至2020年3月，该村更换
了包村干部后，才发现并将漏报情
况上报，损害了群众利益，造成不
良影响。另涉及其他违纪问题。张
长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市纪委通报3起扶贫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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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10月
29日讯 (记者 王金
刚 通讯员 庞占
英 任悦 ) “真是
太方便了，想去哪里
轻轻一点就知道。”
10月27日，市民李先
生正在操作站牌查
看电子地图。今年3
月份，山东德州禹城
市城区1路公交线路
(客运中心—松果新
能源)公交电子站牌
智能报站功能正式
使用，投入运营。该
线路首批设置6对智
能公交电子站牌，具
有智能报站、电子地
图、线路查询、电子
监控、多媒体发布、
广告灯箱等多种功
能，这是禹城市今年
实施公交线网优化
的首条线路，也是推
行公交站点信息化
建设的试点线路，更
标志着禹城“智慧交
通”时代正式开启。

为进一步便捷
群众公共出行，增强
体验，今年以来，禹
城市交通运输局以
将深入推进城乡客
运一体化改革为重
要抓手，深化现有公

交组织运营模式改
革，优化镇村公交服
务模式和服务标准，
全面深化城乡客运
一体化水平。深入实
施城市公交优先发
展战略，全面优化公
交线路；委托专业机
构利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依据居民日常
出行特征，结合地方
现状和公交运营状
况，对城区、城乡、镇
村三级公交线路进
行全部优化，内涵式
提升公共交通资源
利用效率。

在优化公交线
路的同时，将“智慧
交通建设”纳入禹城
市2020年二十件为民
实事，计划投资300万
元，在流动人口密集
区和换乘公交站点
设置电子公交线路
牌100个。为全力提升
公交出行的可预期
性，实现群众乘车便
利性，推进掌上公交
app开通、客运中心枢
纽化改造及公交监
控平台升级等项目，
进一步提升公共交
通信息化水平，推进
公交城市建设。

城乡客运一体化 公交线网优化

禹城扎实推进“智慧交通”建设

本报德州10月29
日讯(记者 王金刚)

为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切实提高审批
服务效能，齐河县行
政审批服务局大力
推进告知承诺服务，
进一步提升便民惠
企服务水平。

告知承诺制是
指政务服务部门一
次性告知办理条件
和需要提交的资料，
申请人具备主要审
批条件和提交主要
申请材料，并以书面
形式承诺其符合审
批条件的，政务服务
部门即可作出审批
决定或予以核准或
同意，让企业群众办
事少跑腿。

自去年6月份以
来，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在市场准入领域
探索推行告知承诺
制服务，食品经营许
可、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等事项由原来7个
工作日出证压缩至1
个工作日内办结，极
大提高了审批效率。

今年，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制定印发
了《齐河县政务服务
告知承诺制管理办
法》，大力推进告知
承诺服务，目前已发
布告知承诺服务事
项清单46项。扫码查
看告知承诺服务事
项清单。下一步，齐
河县将持续开展“减
证便民”行动，全面推
动证明事项和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
制落实，不断提升利
企便民服务水平。

齐河推行告知承诺服务

提升便民惠企服务水平

“德州学院附属第一实验小学”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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