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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禄王墓景区多年失修

主体建筑破损已关闭月余
出狱才一年

又被抓现行

不买指定壁炉就不给通气？
居民对此不满，天然气公司予以否认

武城联社电子银行部结
合省联社举办的《全省农村
信用社电子银行发展趋势暨
市场营销(视频)培训》，于
2013年6月21日组织了电子
产品营销小组，开展了地毯
式的大型营销活动，此次活
动，深入了解了市场对电子
银行产品的需求，加深与客
户面对面直接办理电子银行

业务的沟通，体验了电子产
品的快捷、方便特性。通过这
次活动，共计营销电子产口
品192户,同时还激活了睡眠
电子产品102户。我们将本着

“服务重于营销，售后重于售
前”的原则，加大对电子产品
的营销力度，促进电子银行
产品的发展，提高电子银行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张燕)

武城联社加大电子产品营销提高占有率

为做好案件防控工作，
乐陵联社采取“三项措施”夯
实案防基础。一是强化员工
账户清理。加大对员工账户
排查工作，有效监督员工账
户交易情况。二是严格落实
员工行为排查工作。建立员
工行为调查表，内容涵盖廉
政行为手册的主要内容，包
含“九种人”“五类行为”“九

个禁止”、“十个严禁”、“十不
准”等，一经发现违规现象，
严格问责相关责任人。三是
关注员工八小时外的活动。
通过座谈走访的方式对信用
社的对外服务是否存在违
规行为，关注员工八小时
以外的活动情况，发现苗
头提前介入，避免形成案件。

(杨希军 刘文星)

乐陵联社“三项举措”夯实案防基础

6月19日，乐陵联社在八
楼会议室对2012年新入社
大学生进行转正测试。该
市共20名大学生参加本次
转正测试。本次考试采取
闭卷答题的方式，由监保、
审计、综合监考。通过此次
考试，一是检测新员工入
社一年以来的业务水平，

二是提高员工学习合规知
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
养青年员工多学、好学的
学习氛围，不断提升员工
合规操作水平；三是通过组
织考试使联社对员工有更深
入的了解，为下一步选贤任
能工作做好基础。

(李培刚 张艳)

乐陵联社组织2012年入社员工转正考试

为更好地普及征信知
识，提高全辖征信管理水平，
庆云联社开展了《征信业管
理条例》宣传活动。该联社以
营业网点作为宣传阵地，通
过营业大厅LED屏、横幅、宣
传海报、宣传册等形式，安排
专人向客户宣传解释征信管
理知识。同时，通过邮寄方式

将征信宣传材料随同县域党
报直接发放到个体客户、企
业客户等全县各个角落，并
安排客户经理对部分个人客
户以及重点公司客户进行上
门宣传服务，通过此次宣传，
增强了客户的履约意识和信
用风险理念，营造了“珍爱征
信记录”的浓厚氛围。(张涛)

庆云联社着力提高客户征信意识

平原联社结合员工实际
情况，以省联社基本技能项
目与标准为基础，制定长、短
期达标计划，增强员工“学业
务、练技术”的积极性，全面
提升一线员工窗口服务水
平。依据省联社和办事处要
求，制定了活动实施方案，对
不同年龄段员工进行初步测

试，划分4个年龄段，设立七
个档次达标目标。针对不同
年龄段的员工，分别设立基
本达标目标底线。同时建立
每半年晋升一级规划，推动
员工自我加压，开展递进式
训练，确保全员技能水平稳
步、快速提升。

(李方泉 仇东敏)

平原联社紧抓基本技能考评

近日，庆云联社以小微
企业金融服务宣传月活动为
契机，组织员工深入辖内小
微企业，实地调查企业生产
经营状况、产品销售情况，并
与企业主座谈，了解企业流
动资金需求状况，共同为企
业发展谋方法、出点子。同
时，还通过制作宣传折页、明

白纸等向企业宣传该社“量
身定做”的第三方监管质押
贷款信贷产品及差异化利率
定价等超值服务，赢得了企
业主的一致好评。截至目前，
该社累计走访小微企业32
家，投放专项用于小微企业
贷款7000余万元，有力地扶
持了小微企业发展。(王新波)

庆云联社“把脉问诊”助小微企业发展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董传同 通
讯员 王秀礼) 飞车抢夺，作案时间
短暂，犯罪分子逃窜迅速，抓捕起来存
在不小难度。近日，夏津县公安局城关
派出所民警在巡逻中，发现摩拖车上的
两名年轻人形迹可疑，趁一名嫌疑人下
车作案之际，狂追百米将其抓获。

6月20日，在夏津县看守所，面对提
审，飞车抢夺犯罪嫌疑人张某，看起来
仍有些不服气。他去年5月才刚刚出狱，
如今又进了看守所。张某在6月13日一
天，连续在夏津县和临清市两地作案四
起，抢夺黄金耳环三对、黄金项链一条。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并且人赃俱获，
主要是民警巡逻时，发现他们形迹可
疑，并悄悄跟踪布控。6月13日上午10点
多，民警一直跟踪犯罪嫌疑人到市区的
建设街，看到一名嫌疑人下车作案，他
们才迅速上前，追出近百米将犯罪嫌疑
人张某抓获。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

不交卫生费

就断水断电

本报6月24日讯 (记者 王明婧
见习记者 宫凯悦) 近日，德州新华
街道办张八棍石材市场内的住户陈先
生反映，他家门口的垃圾成堆，堵住了
家门口，物业收取卫生管理费，却不管
清理垃圾，如果不交卫生费，就给居民
断水断电。

“物业说交的卫生费是给电工抄电
表的钱。”陈先生对此很不理解，抄电表
的钱和卫生管理费混为一谈？记者看到
空地处堆满了建材垃圾、石板，在南五
区的商品楼之间的过道上，也堆满了石
板，余下约一米宽的空间供行人通过。

陈先生说，天河商贸城物业自今年
6月份开始，开始收取卫生管理费，每户
居民每个月缴纳20元钱。陈先生曾咨询
物业人员，交了卫生管理费，物业能否
清理垃圾，“物业说不管，不交就停水停
电。”

随后记者联系到天河商贸城物业
办公室，一工作人员说“这里面牵涉到
好多事儿，我也给你解释不清”，便匆匆
挂了电话。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
振 ) “苏禄王墓景区里的大
殿被封了，说是成危险建筑
了。”市民范先生拨打本报新
闻热线称。24日，记者采访了
解到，苏禄王墓景区已多年没
做过大型维修，祾恩殿、东西
配殿等多处建筑出现了破损，
出于安全考虑，相关主管部门
把祾恩殿暂时关停了，游客可
进门参观苏禄国东王墓等景
点。

苏禄王墓景区位于德城
区北部的北营村，初建于1417
年，至今已有596年的历史了。
穿过景区的入口祾恩门，就看
到景区里的主体建筑祾恩殿
房门紧闭，门口摆放着一张

“房檐瓦部分已损坏，请绕行”
的标识，祾恩殿前后门都贴着

“德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封”字样的封条。祾恩殿门口
散落着一地破碎的砖石瓦块，
在屋檐上有一处50多厘米的

“缺口”。除了损坏严重的祾恩
殿屋檐，景区内的东西配殿、
回廊、石碑等建筑都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破损，一些回廊的内
墙出现了墙皮脱落情况，不少
柱子的涂漆上也有十多厘米
长的裂缝，祾恩殿前后门有两
块玻璃也破损。

“早在2009年祾恩殿房檐
就出现了一些破损，为了防止
落下的砖瓦砸伤游客，今年5
月20日景区就把祾恩殿关了，

5月27日德州市文广新局过来
贴得封条。”24日上午，苏禄王
墓景区负责人马长军介绍，景
区里的祾恩殿、祾恩门、东西
配殿、回廊等建筑是1986年由
地方政府出资50万元修建的，
德州市政府和文化部门曾在
1990年、1993年、1997年出资
进行修缮，“祾恩殿至今没有
进行过大型维修，不过每隔三
四年就会对漏雨、掉漆等破损
情况进行修复。”

据了解，苏禄国东王墓是
德州唯一一处国家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只会
拨款对文物本体苏禄国东王
墓和一些明代石马进行维修，
而祾恩殿、东西配殿等配套建
筑只能靠当地政府出资维修。
苏禄王墓景区曾先后拿出了
三个方案进行维修，第一是按
照省文物保护中心建议，将祾
恩殿拆了重建，预算在200多
万元；第二是按曲阜古建方建
议，将祾恩殿房顶全换成新
的，预算60多万元；第三是找
一家有古建资质的北京维修
队来修补，全面维修房顶需
要30多万元，只修复破损部
分要20多万元。不过这些方
案 都 因 为 资 金 问 题 没 能 实
施。马长军说，德州没有有古
建资质的维修队，一些小的维
修队嫌工作量太大、太专业也
不愿意接活，“只能先维持现
状，等资金到位了再维修。”

本报6月24日讯(记者 李
榕) 24日，武城县广运街道办
同兴园小区业主反映，武城县
博源天然气公司强制要求业
主购买该公司的壁挂炉，否则
不给接通天然气。这让小区不
少居民对此不满。

武城县广运街道办同兴园
小区业主李先生称，他自2011年
开始申请接通天然气，经过一
系列程序审批，2013年6月份终
于轮到他们开通天然气了。但

武城县博源天然气公司却以
“壁挂炉不是从我们公司购买
的，质量没保障”为由拒绝为王
先生办理天然气开户手续。

据了解，小区共有20余户
住户，冬季不实行集中供暖，
只能采用空调取暖御寒，如果
安装上壁挂炉冬季取暖将节
省一大笔开支。同兴园小区业
主王先生告诉记者，安装天然
气分为生活和取暖两部分，生
活天然气收取开口费2200元，

取暖天然气收取开口费8 0 0
元，壁挂炉的费用在6000元至
7000元不等。“没有天然气公
司开具的壁挂炉的收据单，就
不 给 办 理 接 通 天 然 气 的 业
务。”业主们普遍认为，这种捆
绑收费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
的选择权，很不合理。

“没有说过不在我们这边
买 壁 挂 炉 就 不 给 接 通 天 然
气。”武城县博源天然气公司
一周姓总经理称，只要壁挂炉

是合格产品，具有合格证和检
测机构的检测报告，天然气公
司就将给业主负责安装壁挂
炉，并为业主接通天然气，收
取生活和取暖两部分天然气
开口费共计3000元。

随后记者再次联系同兴
园小区业主。“天然气公司已
经跟我联系，称已经跟业务科
室协商好，即使不是从博源天
然气公司购买的壁挂炉，也可
给接通天然气。”业主李先生说。

苏禄王墓景区祾恩殿的房檐瓦部分损坏，祾恩殿前后门已
被相关部门贴上封条。 本报记者 刘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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