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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出租车留给毕业生“最后的丑陋”

不打表乱拼车近的就拒载
满走廊是垃圾

大半天才扫完

6月13日，发达面粉集团
小麦深加工项目厂房正在夏
津县经济开发区加紧建设。
该项目总投资2 . 1亿元，建设
2 . 5万吨原粮储备项目、年处
理小麦30万吨专用粉加工项
目及年处理面粉13 . 5万吨营
养挂面生产线。项目建成后，
年可生产高档专用面粉24万
吨、营养挂面13 . 5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7 . 8亿元。近年来，

当地农村信用社不断优化信
贷结构，加大涉农类企业支
持力度，着力推进新型工业
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
化融合”。同时，结合当地产
业实际，有力支持了秦发禽
业、纵英纺织等代表性企业
的快速发展，为延伸产业链
条，调优产业结构、提升产业
层次，增添了内生动力。

（孙萌萌）

为企业“强筋健骨”扩大发展新版图

今年以来，夏津县结合
当地实际，在当地信用社配
合下制定农村金融支付体
系建设规划，进一步加快
ATM自助存取款机、电话
POS、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
金融支付机具的推广力度，

对村镇中具备资格的个体工
商户开设农民自助服务终
端，积极促进金融支付清算
网络进村入户，降低农户办
理金融业务成本，提升农村
金融服务水平，受到当地老
百姓的一致好评。（田超）

全力推进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

“农民有致富想法，信
用社提供支持资金，不仅使
农民群众切身享受到了农
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便利，更
为我们农民致富架起了金
桥！”夏津县农民赵连厚深
有感触地说。两年前，赵连
厚 搞 肉 猪 养 殖 ，前 期 资 金
都 投 入 到 棚 舍 建 设 中 ，养
殖 饲 料 没 钱 购 买 ，养 殖 场
面临着还没产生效益就要

破产的危险。获知他的困境
后，信用社客户经理主动去
实地考察，为他发放50000
元的信贷资金，用于支持他
的养殖事业。目前，当地农
村信用社已经在辖内1 2个
乡镇评定信用户1万余名，
贷款授信额达到14 . 9亿元，
实际发放贷款11亿余元，成
为实实在在的农民致富铺
路人。 （孙萌萌）

致富背后的金融驱动力

优化农村金融服务网络
是支持“三农”发展的重要手
段。近年来，各大金融机构积
极提升城镇金融服务水平。
农信社深入积极结合实际，
制定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
规划，进一步加快ATM自助

存取款机、电话POS、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农民自助服务
终端等金融支付机具的推广
力度，有效降低农户办理金
融业务成本，提升农村金融
服务水平，受到当地客户的
一致好评。 (张涛)

农村金融支付体系建设日趋科技化

近年来，夏津县农信社
牢牢把握当地的致富发展
思路，安排信贷人员主动上
门进行对接，深入进行调查
研究，及时了解林木种植户
的信贷资金需求情况，并在
授信额度、贷款利率方面给
予适当优惠，同时，还充分
利用自身在市场、技术信
息、支农惠农方面的优势，
对夏津县田庄提供帮助。在

该社和乡镇政府、村两委的
配合协调下，探索推行了

“信用社+村支部+合作社+
林果种植基地”的经营模
式，成立专业合作社，实行
统一挖穴、统一购苗、统一
栽植、统一浇水、统一修剪、
统一打药、统一销售，真正
实现了信用社、村集体和农
民的合作共赢。

（孙萌萌）

让农户轻松“坐享其成”

近日来，夏津县深入
养殖企业和大户、农户摸
底，详细了解养殖户当前面
临的主要困境和行业风险，
摸清养殖户市场走向以及
下一步出路。当地信用社
通过优化金融服务，落实

优惠政策，增加贷款投放，
积极提供信息服务和政策
引导等方式，对符合基础
条件的客户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扶持政策，力助养殖
业渡难关、稳发展。

(张涛)

助力养殖业企稳向好发展

本报6月27日讯 (记
者 王明婧 ) 27日，德
州学院的毕业生离校，记
者看到宿舍内堆满了垃
圾，低年级的学生熏得不
敢开门，而保洁人员从早
晨6点开始，到下午三点
钟，还没有扫完一层楼。

几乎每层宿舍走廊
和楼梯上都堆着杂物和
废品，鞋子、包、瓶子、热
水瓶等，有些地方连伸脚
的地方都没有。下午两点
半左右，低年级的学生上
课时经过走廊，看到无从
下脚后，就选择了绕行。
还有些晚走的毕业生们，
在走廊里无法拖行李箱，
只能提着行李箱踮着脚
走。其他年级的同学仍住
在宿舍里，在夏天里却少
有开门的，“有人把西瓜
皮都扔在这里，都臭了。”

“今天6点就来上班
了，中午也没空吃饭，刚
才渴的受不了，摸起瓶别
人喝剩扔掉的饮料就喝
了。”在21号宿舍楼打扫
的闫女士，正将一个洗发
水瓶挤干净，踩扁后扔到
一个编织袋里，她已经忙
了九个多小时了，刚才累
得不愿多走路，喝了别人
扔掉的饮料解渴。

“去年垃圾摞了半人
高，毕业的时候都这样。”
在20号宿舍楼打扫的刘
女士说，她负责二至六层
区域，毕业生多，工作量
非常大。从上午六点到下
午三点，她只大体清理了
第三层，还剩下四层楼没
有打扫。现在刘女士只想
把工作快些干完，“晚上
都不想回家了，要不什么
时候才能干完。”

本报6月27日讯(见习记者 宫凯
悦) 27日是德州学院毕业生离校的
日子，记者发现，不少出租车伺机涨
价，往常去火车站只需十几元，但现
在出租车不打表，按人头算，每人10
块钱，拼满四个人才肯走。

毕业生王萍和两个同学要去东
站，结果司机说要一个人20元。“平时
回家走过多少回了，打表才不到30块
钱，哪有今天这个价？”王萍说，她刚
开始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价格，但是又
问了好几辆出租车，都是一样的情
况，最后因为要赶车怕耽误了时间还
是打了车。

“平时我们去只要12块钱，今天
竟然要一个人10块钱，这是抢劫吗？”
上午11时，要去汽车站的一个女生在
门口正在跟出租车司机讨价。

记者发现，即使愿意花10块钱打
车走的，也不能坐上车马上就能走，
司机还要继续拉活，把一辆车拼满才
走。“我都坐在车上等了十分钟了，”
一个女生从出租车上下来对司机说，

“天这么热，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还
要去车站坐车呢。”

尽管价钱涨了，还是有人在校门
口打不到车。遇到路途近的，司机不
愿意走，“你去马路上打车吧，我不

去。这么近跑一趟太折腾了，不值当
的。”有些学生只得去坐公交车，或去
路上拦车。

德州市交通局运管处出租车科
陈副科长说，市民如遇到类似现象
可以向交通管理部门投诉，而且要
注意保留证据，他们将对出租车司
机的违规经营的行为进行核实，并
根据实际情况对司机进行批评教
育、扣分、罚款等处罚。同时他也表
示，交通部门下一步就将系统整顿
出租车运营状况，加强管理力度，一
旦发现违规运营的现象一定会严肃
处理。

据J .D.Power最新发布
的2013年美国汽车可靠性
研究报告表明，丰田击败宝
马、奔驰等豪华品牌获得季
军，位列非豪华品牌首位。
丰田全球战略车型凯美瑞
继承了这一可靠基因，由广
汽丰田导入中国后，其品质
如钻石一般历久弥新，被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认可，表
现愈发抢眼。今年第一季度
的销量数据显示，凯美瑞不
仅稳居中高级车销量排行
榜“ 三 甲 ”，3 月 更 以 同 比
1 7 . 8%的增幅位居主流中
高级车第一名，同时创造了

国内中高级车最短时间达
成百万辆的纪录。

凯美瑞品质”在中国的
起点始于一流技术和管理模
式集于一体的广汽丰田工
厂。定位于“21世纪全球模范
工厂”，有着“丰田TPS革新
基地”美誉的广汽丰田工厂
引入了丰田全球最先进的生
产设备和技术，自成立起就
站在了汽车制造的制高点，
为“凯美瑞品质”奠定了牢固
基石。在以严格著称的丰田
全球品质抽查中，广汽丰田
两 度 获 得“ 丰 田 全 球 品 质
奖”，尤其在2012年，广汽丰

田第二生产线获得了“零不
良率”的全球最好成绩，这在
丰田汽车海外工厂历史上非
常少见。

丰田还启用了2400种不
同的驾驶测试项目进行检
验，在石板、碎石、斜坡、溪
流、雪地、沙漠等各种路况和
极端气候下进行测试。结果
证明，即使在75℃的极限温
差条件下，凯美瑞的引擎表
现依然优秀。而丰田更是每
年投入1600台新车用于碰撞
测试，平均每天都有4次安全
创新试验，以此对品质和性
能进行严格把控。

在2012年J.D.Power发布
的中国车辆可靠性研究报
告，凯美瑞在高端中型车中
雄踞榜首便是一大力证。

高品质、高可靠的汽车
一定也是高耐用的汽车。就
像凯美瑞，其凭借高耐用性
和低故障率俘获1500万车主
的心，为消费者带来经济省
心的汽车生活;而巨大的保有
量又为及时发现故障提供保
障，形成品质的良性循环。

据了解，凯美瑞高耐用
性的另一个明证是其在二手
车市场的抢眼表现。在二手
车市场最成熟的美国，据权

威机构《凯利蓝皮书》发布的
二手车保值率排名，凯美瑞
连续多年获得“轿车保值率”
第一名;在日渐成熟的中国市
场，凯美瑞也位列同级车保
值榜首位，无愧为二手车市
场的“保值王”，据二手车市
场销售人员称，“凯美瑞来一
台卖一台”。

德州朗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销售热线：0534-2375555

服务热线：0534-2371111

德州广汽丰田车友之家QQ

群：65448117

广汽丰田德州朗泰新河路店
官方微博地址
http://weibo.com/dzfengtian

系出名门的凯美瑞打造“品质钻石车”

别了，好同学 27日，德州学院校园里，离别的气息四处弥漫，挥泪送别同窗的
场景随处呈现。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毕毕业业生生走走后后，，楼楼道道内内遍遍地地是是垃垃圾圾。。 王王明明靖靖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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