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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辉煌十三五
奋进新德州”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平原县专场举行，据平原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县委新
闻发言人张和田介绍，“十三
五”时期，平原县大力加强社会
建设，民生福祉持续增强。牢记
为人民谋幸福初心，五年民生
支出占比达到80%。

居民就业更加充分。城镇
新增就业累计达2 . 4 5万人，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
以下。

教育事业蒸蒸日上。累计
投入10亿多元，新建改造校舍98
所、34 .7万平方米，新增学位2 .4
万个，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
衡化验收。引进建成中英文、江
山国际两所民办学校。县职业
中专新校投入使用，职业教育
实现跨越优质发展。高考、中考
成绩保持全市前列，连续六年有
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名校。

卫生事业全面提升。县人
民医院内科综合楼、县妇幼保
健院迁建等项目稳步推进，光
明医院、龙门医院、新城医院建
成运营，县中医院晋升为二级
甲等医院。新增各类卫生机构
136家，总床位数达到2178张，
比“十二五”末增长45 . 2%。

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启动
印迹乡村平原文化工程，新建
农家书屋210处、文体小广场
860处，累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4万余场次，群众文化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

住房保障更加有力。实施
棚改安置项目22个1 . 2万套，建
成17个9426套。建成农村社区
13处，1 . 1万户农民住上新房
子、过上好日子。完成农村危房
改造1265户。实物配租保障住
房831套，有效解决了困难群众
的住房问题。

社会保障全面增强。城乡

居民和城镇职工养老金稳步增
长。城乡低保、特困供养等各类
救助标准实现翻番。县社会福
利中心、新殡仪馆建成运行，完
成乡镇敬老院合并搬迁。探索
建立了大救助模式，构建起后
扶贫时代的全方位保障体系。

社会治理持续提升。推进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纵深开展，雪
亮工程实现重点场所全覆盖，
打掉涉黑恶团伙18个，刑事案
件发案数较“十二五”期间下
降18 . 4%，平安建设取得扎实
成效。“七五”普法工作圆满完
成，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基本建
成，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提升。
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退役军
人保障、媒体融合、对台工作、
外事侨务、机关事务、妇女儿
童、工会群团、科协、档案、史
志、人防、气象等工作也都取
得了新成绩。

1月14日，“辉煌十三五
奋进新德州”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武城县专场举行，据武城
县政协副主席、市场监督管理
局党组书记、局长沙汉斌介绍，
武城县立足空调通风产业发展
实际，多措并举，推动高质量发
展理念落地生根，初见成效。

标准认证水平明显提升。
466家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
涵盖1363项标准，1879种产品，
其中高于国家标准的企业标准
6 3 8项，占比4 6 . 8%；分别比
2018年增加394家企业、915项
标准、1742种产品，增长率分别
为491 . 7%、204 . 2%、1271 . 5%，
高 于 国 家 标 准 占 比 提 高
30 . 1%，自我声明公开率列在
全市第一。通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
健康管理体系认证、强制性认
证企业数分别为298家、246家、
238家和31家，比2018年分别增
长292家、241家、234家和23家，
增长率分别为4866 . 7%、4820%

和5850%。
品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有效发明专利拥有21项，实用
新型专利428项，与2018年相
比分别增长18项、315项，增长
率分别为：600%、278 . 8%。申
请PCT国际专利7件，实现零
的突破。“中央空调产业专利
导航项目”，通过专家验收。注
册商标889个，比2018年新增
351个，增长率为65 . 2%；新增
马德里商标6个，空调协会注
册集体商标1个。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14家，比2018年新增10
家，增长率250%。

产业发展环境明显提升。
优良的环境吸引众多行业内
龙头企业先后投资落户。双创
产业园入驻企业9家，累计完
成投入7 . 5亿元，为产业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引进海尔中央
空调落户武城，建设销售、集
采、生态、服务、物联、生产6大
平台，引进质量管控体系和工
业互联网，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引进执行控制机构“隐形
冠军”宁波东灵集团，业已投
产。引进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卓燕净化空调设备公司、山东
省家电板知名企业华信集团，
均已开工建设。引进空调智能
控制行业冠军北京海林集团，
已经签约。在引进产业链条关
键环节、核心企业和上下游配
套企业上实现了突破。

经济社会效益明显提升。
空调通风产业企业由3600多家
减少到2400多家，规模以上企
业数量却由15家上升到36家，
企业纳税年均增幅30%以上。
今年以来，武城县空调通风产
业克服疫情影响，呈现出“逆
势上扬”的良好态势。截至今
年 1 0 月 份 ，产 业 纳 税 总 额
1 . 293亿元，同比增幅8 . 22%。
武城县空调通风企业为武汉
火神山、北京小汤山等30多个
全国重点防疫项目提供新风
空调设备，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了武城力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梦晴 孙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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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1月14日讯(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徐洪辉 )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
习惯叫光盘，请大家拿出画笔，
用自己的画做一个‘光盘小贴
士’。”近日，一堂“光盘行动”的
美术课在乐陵市中街道康家村

“四点半”学校开展。
为倡导绿色消费、节约用

餐理念，乐陵市中街道多措并
举严防和抵制餐饮铺张浪费之
风，以实际行动倡导“光盘行
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街
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中分局对餐馆、饭店
等场所下发《坚决制止餐饮浪
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倡议
书》，宣传引导店家推行光盘押

金、光盘奖励、免费打包等提倡
节俭的举措，街道14个社区、59
个村(居)干部进村入户，向广大
居民发放“光盘行动”宣传彩
页，使“光盘行动”真正入脑、入
耳、入心，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
社会新风尚。同时，街道10所

“四点半学校”暑期班开设专题
课程，让“勤俭节约”的种子在
儿童心中生根发芽。

截至目前，累计发放各类
宣传材料1000余份，开展专题
课程20余次，下一步市中街道
将依托33个文明实践所开展主
题志愿活动，大力宣传光盘行
动的目的和意义，广泛宣传文
明用餐新风，形成文明用餐的
舆论导向。

德州乐陵市中街道

“光盘行动”杜绝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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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德州1月14日讯(记者
孙文丽 通讯员 徐洪辉 )
为丰富社区留守儿童的生

活，培养儿童的逻辑思维及
动手能力，为孩子们搭建一
个寓教于乐的学习平台，近
日，乐陵市中街道龙山社区
文明实践站“四点半”学校手
工课堂在孩子们充满好奇和

惊喜的期待中如约开课。
近年以来，乐陵市中街道

依托社区、村办公室、活动室
文明实践站等现有场地，建立
34个“四点半”学校，聘任教师
免费开展看护、学业辅导、兴
趣课等活动，为困难家庭、外
来务工家庭的留守儿童营造
健康有爱的成长环境。

乐陵市中街道

开展“四点半”学校手工课堂

1月14日，“辉煌十三五
奋进新德州”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临邑县专场举行，据临邑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张尚波介绍，临邑县针对
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中反映
的一系列堵点和难点问题，围
绕优化营商环境和流程再造
改革，大力实施工作创新，取
得了显著的成果，涌现出一批
在全省叫得响的亮点工作。

在全省建设首个“政务服
务客厅”。减少传统柜台受理模
式，突出人性化设计和“家”的
氛围，创新建立集业务咨询、综
合受理、信息公示、帮办代办、
休闲等待于一体的“政务服务

客厅”，依托“前台受理”和“后
台审批”两条工作线，把企业和
办事群众当“主人”，为企业提
供优质贴心的“管家式”服务。

在全省率先推行“县乡同
权、双重管理”行政审批、政务
服务新模式。为切实解决基层
政务服务工作的薄弱环节，按
照“业务整合、机构理顺、稳定
人员、高效服务”的原则，积极
探索实行乡镇(街道)政务服务

“3+1”模式。即各乡镇(街道)民
生民政办公室、党群服务中心
与下放的政务服务事项业务

“三合一”，实行一个大厅、统一
管理；乡镇(街道)站所的便民
服务事项纳入大厅集中办理，

使县乡政务服务水平得到整体
提升，打造县、乡、社区联运的

“15分钟办事圈”。
创新“三个三”容缺办理审

批服务模式。围绕“一次办好”
省内多地推行审批事项“容缺
受理”，在充分论证后临邑县把
一些审批事项大胆的从“容缺
受理”转变为“容缺办理”，实行
以非要素、无硬伤、可补充“三
要素”为基础，以告知承诺、综
合评估、容缺办理“三环节”为
主线，以股室评、业务会议评、
联席会议评“三级评”为保障的
容缺办理审批模式。截至目前，
共容缺办理事项70余件，压缩
资料准备时间75%。

管家式服务

临邑在全省建设首个“政务服务客厅”

实现零突破

武城空调通风产业申请PCT国际专利7件

民生福祉持续增强

平原县五年民生支出占比达到80%

本报德州1月14日讯(记者
王金刚) 1月5日，德州市人

民政府征兵办公室发布2021
年 度 春 季 征 兵 有 关 事 项 公
告。据悉，德州市春季征兵工
作已全面展开，目前为应征报
名阶段。

据介绍，即日起至2021年
2月15日为应征报名阶段，2月
1日起组织体格检查和政治考
核，3月1日开始组织集中封闭
和役前教育训练，3月中旬新
兵起运，3月30日春季征兵工
作结束。

上半年征兵重点征集各
级各类院校往届毕业生、高职
高专毕业班学生和各类社会
技能人才。男青年：以大学生

为重点征集对象，优先批准高
学历青年入伍，优先批准大学
毕业生入伍。正在高校就读的
学生，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
位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
青年，也应当征集。女青年：普
通全日制高校在校生及应届
毕业生(含2020届毕业生)。

2021年德州春季征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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