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个县市28个乡镇受洪涝灾

上报灾情数据将抽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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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岔河水位上升近20厘米

快递送达时间略有延误

今年以来，创新支农
渠道，着力解决偏远农村
地区老百姓存取款不方
便的难题，加大电子银行
业务建设步伐，加快“农
金通”服务站布设。同时，
随着机具设备的布放和
运行，加强审计监督和跟
踪，有效地防范农民金融
自助服务项目终端的运

行风险。在审计过程中，
着重制度执行落实，合规
操作，注重安全防范设施
建设，检测自助终端管理
员各项业务办理情况，重
点关注可疑的不规范交
易，确保自助终端能够便
民的同时更安全可靠、使
客户放心办理各项业务。

(王英霞 徐敏)

齐河农合行
强化审计监督 防范农金通风险

7月11日，齐河农合
行宣章支行宿舍楼前的
小菜园里职工们正辛勤
的为自己所种的小菜园
除草，串串珍珠般的葡
萄挂满枝头等待丰收。
今年以来，齐河合行在
全县各基层营业网点强
力推进“小餐厅、小菜园、
小书屋、小浴室、小活动
室”为主题的“五小建设”

活动，保证职工学习有场
所，娱乐有设施，上网有
去处，洗澡有浴池，特别
是在空地开发小菜园，员
工亲身参与感受劳动与
收获的欢乐，有效提高
了职工的生活质量，丰
富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
活，大大激发了职工们
的工作热情。

(张河山 孙倩)

齐河农合行
建“小菜园”丰富职工业务生活

本报7月11日讯 (记
者 贺莹莹 见习记者

陈兰兰) 连日的大雨
给很多行业造成了不便，
11日上午，记者了解到，
部分快递公司，在到件时
间上略有延误，但到件总
量没有减少。

11日上午，记者在
黑马市场看到，不少快
递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在
忙碌着。申通快递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两

天，到公司的快件数大
约在 4 0 0 0件，和前两天
天气好的时候，在数量
上没有差别”。

“到件总量没有影
响，但是到件的时间上
略有延误，一件快递从
济南到德州，平时只要2

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因
为天气的原因可能得 3

个小时才能到。”邮政快
递黑马市场的区域经理
郑迎霞说。

有的出租车趁机涨价

本报7月11日讯 (见
习记者 陈兰兰) 一场
降雨使出租车的生意比
平日里好了很多，11日，
记者了解到，一些出租车
趁机涨价，原本5 . 5元的
车费硬是要收取10元。

上午10时左右，张女
士在大学路银座购物结
束后打算坐出租车回家，
10分钟内她向路边几辆
打着空车牌子的出租车
频频招手，出租车都没有
停。等到雨势小了点以
后，张女士终于拦到一辆

出租车，可没想到的是，
从大学路银座到学府家
园原本5 . 5元起步价的路
程，下车的时候司机要价
10元钱。眼看着雨越下越
大，张女士付钱以后也没
有再追究。

据了解，这两天正
赶上德州学院的学生放
暑假，再加上这场降雨
让不少的哥趁机狠赚了
一把，大雨天里，不少市
民不愿意为几元钱与司
机过多纠缠，只能默默
认宰。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史清洋 柳俊星) 7月11
日，记者从德州市民政局了解到，截
至昨日上午8时，全市平均降雨量
92 . 2毫米，禹城市、庆云县、陵县和
临邑县4县(市)28个乡(镇、街道)先
后遭受洪涝灾害。

据统计，截至7月11日上午8时，
全市受灾人口13 . 42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1 . 43万公顷，成灾面积0 . 83
万公顷，严重损坏农房56间，倒塌房
屋146间，其中农房倒塌103间，共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2260 . 6万元，其中
农业损失1948 . 3万元。

禹城市平均降雨量113 . 7毫米，
共有6个乡(镇)受灾，共造成直接经
济损失392 .9万元。庆云县平均降雨量
117 .3毫米，导致常家镇、尚堂镇、崔口
镇、严务乡和徐园子乡等5个乡(镇)受
灾，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万元。

此外，陵县平均降雨量127 . 3毫
米，降雨导致全县13个乡(镇、街道)
受灾。受灾人口1 . 95万人，农作物受
灾面积2150公顷，成灾面积1700公
顷，严重损坏农房56间，共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521 . 2万元，其中农业损失
510万元；临邑县平均降雨量136毫
米，降雨导致临盘街道、孟寺镇、林

子镇和宿安乡等4个乡(镇、街道)受
灾。受灾人口5 . 5万人，农作物受灾
面积5499公顷，成灾面积3025公顷，
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816万元(均为
农业损失)。

在前期开展救灾工作的基础
上，各级民政部门随时做好转移危
险区域和地段受灾群众的准备，确
保受灾群众人身安全；针对受灾县
(市、区)对各县市区所报灾情数据，特
别是因灾倒房、倒塌农房、严重受损房
屋等关键数据将进行抽查核实，对数
据严重不符的进行通报批评，情况严
重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7月11日上午，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突然变大，市区的不少路段排水不及时形成了积
水。图为市民在经过东风路铁道桥下时，被积水阻挡。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惯积

本报7月11日讯 (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马振华) 7月10日10时

30分许，京台高速德州段普降大雨，
一辆由济南开往北京的旅游客车
因故障在京台高速德州段299公里
处抛锚，53名乘客被困。

10时30分许，京台高速德州段因
近几天连续降雨，交通安全管理任务
非常繁重。德州市交警支队高速公路

一大队民警京台高速鲁冀收费站执
勤疏导交通时，发现一辆车号为鲁
A92282的旅游客车停泊在不远处的
应急车道上，迅速赶到现场。

据了解，该车是山东舜发旅游汽
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旅游车，此次组织
本单位53名职工前往北京旅游，不料
行驶到京台高速德州段299公里处
时，因车漏油严重抛锚。雨大气温较

低，许多乘客心情焦躁。
通过民警的帮助，20分钟后，当

地汽车4S店维修师赶到现场。检查
发现该车离合器分泵发生故障，导
致其漏油严重。查明原因后，维修
师迅速排除了汽车故障。

11时15分许，客车在抛锚了45
分钟后，载着53名乘客继续向北京
出发。

旅游大客车半路发生故障

53名乘客高速上遇雨受困

本报7月11日讯 (记
者 王乐伟) “10日上
午，平原县一房屋倒塌，
砸中一人头部。”德州市
120急救调度指挥中心
工作人员称，10日上午，
该中心共接到两起大雨
致房屋倒塌伤人报警。
仅9日傍晚至11日下午
两天多时间内，共接到
车祸报警50起。

7月10日上午，德州
市120急救调度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电话，平原县三
唐乡某村一房屋倒塌，砸
中一人头部，伤情较重，
急救车赶到现场后将其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目前
伤者已住院治疗。在临邑
县理合务乡某村也发生
了房屋倒塌事件，因房屋

倒塌，一人被砸伤髂骨，
造成活动障碍，目前伤者
仍在医院进行观察。

德州市120急救调
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除了房屋倒塌，
自9日傍晚至11日下午，
下雨期间车祸接警次数
明显比往常增多，“两天
多的时间，车祸接了50
起，比平时多多了。”

德州市120急救调
度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提
醒，近日雨水较多，市民
要注意出行安全，要远
离各种危房、危墙等建
筑，以免发生意外。另
外，还要注意用电安全，
预防闪电雷击，及时了
解天气情况和寻找合适
的雷雨躲避处。

房屋倒塌两人被砸伤

本报7月11日讯 (记
者 王明婧 通讯员

赵红霞 ) 1 1日，记
者从德州市水利局获
悉，9日凌晨至1 0日的
大雨，德州市农田积水
约20万亩，多为临时性
积水，目前三干河道的
拦河闸全部提起，向外
排水。

7月9日零时起，我
市普降大到暴雨，局部
大暴雨，马颊河中游、
德惠新河流域最大点雨
量239毫米。截至10日早
8时，德州市平均降雨
90 . 1毫米，主要集中在
陵县、临邑、庆云、禹城
北部及乐陵南部等区
域。点雨量超过100毫米
的站点85个，占全部监

测站点的39%，最大点
雨量为禹城辛店239毫
米。由于前期土壤失墒
严重，此次降雨下渗，有
效补充土壤含水率，涵
养地下水，不会形成大
的地表径流。

据统计，农田积水
约20万亩，积水深度平
均10厘米左右，多为临
时性积水。

此外，记者在水利
部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四
女寺枢纽管理处了解
到，10日早8点卫运河四
女寺闸处水位为22 . 45
米，较9日21 . 77米的水
位涨了0 . 68米。工作人
员介绍，这次大雨虽让
河道水位上涨不少，但
并未达到警戒线。

农田积水20万亩

本报7月11日讯 (记
者 郭光普 ) 11日，记
者从德州市水利局岔河
七里庄节制闸管理所了
解到，两天降雨让闸口
处水位已经上升近20厘
米，目前水位尚未达到
开闸要求。

在锦绣川景区下游
的七里庄节制闸处，记
者看到由于降雨，南侧
水面较平时已经有所上
涨，原来岸边裸露的一
些河床已经被水淹没，
岸边的一些小植物也泡
入水中。河闸管理所工

作人员称，进入汛期以
来，河闸管理部门加强
监测，定时汇报。降雨前
闸口水位3 . 74米左右，下
了两天雨目前水位到了
3 . 90米左右，上升了近二
十厘米，闸口前后水差3

米多。
“当闸口水位达到

4 . 6米左右的时候才考虑
开闸泄洪。”管理人员
称，河闸上游为锦绣川
风景区，平时为了景观
需要，河闸要关闭，让锦
绣川景区的水位达到一
定高度，很少开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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