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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抢鲜看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标志性
景观，而标志性景观的所在地，必定
是万众汇集的休闲场所，更是寸土
寸金的价值高地，德州东北城项目
正是如此。

德州东北城的发展就好像一
张幸福地图，引领经营商户一步
步走向成功，德州东北城项目一
期于2011年5月开工建设，2011年
11月完成2000余套商铺的认租认
购，数千品牌商家、德州当地主流
实力经营户已纷纷进驻。2012年
完成了23万平方米建材五金区独
立商铺、道路、绿化、管网的建设
及 后 期 交 房 和 物 业 介 入 工 作 ；
2013年4月东北城一期建材五金市
场启动的帷幕……在2013年8月8

日万众瞩目首批商家入城经营仪
式盛大开启。

好的发展前景离不开政府的扶
持，东北城是省、市重点引进建设项
目，工程建设得到了山东省、德州市
各级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并在税收、
工商、市政等各项政策上都给予最
大的优惠，为市场繁荣运营保驾护
航，具体政策如下：一、政府在五年
之内不再规划、扶持同类项目。
二、成立“德州东北城市场管理中
心”，设立工商、税务、公安、金融、
城管、卫生、质量监督部门的分支
机构，提供专业服务。三、市政府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老城区商业
布局调整过程中需转换经营场所
的商户进入东北城经营。

同时东北城对商户也给予最优
惠的政策，凡8月31日前上货经营的
商户七项优惠政策，一、赠送两年的
物业管理费。二、免装修垃圾清理
费。三、园区内幕墙广告位免费使用
一年。四、自德州东北城试营业五年
内，给予税收优惠扶持。五、凡购得
德州东北城30平米以上的外地商
户，申请办理落户和子女入学的，公
安和教育部门予及时办理相关手
续。六、每月每户发放1000元员工工
资补助，发足3个月。七、店招安装
完的即送200元搬家费。

可以看出，东北城对商户的政
策扶持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
体现在与商户利益息息相关的一
点一滴。

纵观世界各大发达城市，金融
机构密集遍布之地，必然是城市财
富的制高点，他们的存在牵动着无
数人的心，同时也无时不刻不在影
响着这座城市的发展运作，中国银
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德州银行、中
国移动等品牌的金融和移动运营
商已落户德州东北城，助力入驻
商户经营发展，提供最完善的金融
及通讯服务；作为如此规模的金融
配套，必定为投资东北城的业主埋
下财富的种子。

东北城的开放，必将带动一批
产业、搞活一片经济、富裕一方百
姓，对德州现代服务业跨越发展、加
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德州市在华北地区的商

贸物流名城地位、打造区域商贸物
流服务高地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个具有成熟的先进营运模式
与产业理念的物流城可以改变一座
城市的未来，就像德州市委书记吴
翠云这样评价，“东北城入驻德州可
以说是德州经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事件，也是山东乃至华北区域经济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东北城的建
设和运营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齐
全的市场配套设施，通达南北的物
流网络，无微不至的后期物业运营，
造就了不可复制的华北商贸物流一
站式采购基地，它的火爆经营是现
代商贸物流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
引领华北商贸商业达到新的巅峰！

（本报记者 贺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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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重复又防止缺失

乐乐陵陵1177部部门门抱抱团团阳阳光光民民生生救救助助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贾鹏 郝坤) 谁最困难？
谁最需要救助？救助资金应该先给
谁？21日，记者了解到，针对民生工
作存在多头管理、多头救助等问题，
乐陵市设立了德州市首家阳光民生
救助中心，整合17个部门单位，将分
头落实的民生政策集中到一个中心
统一受理，目前共发放救助金2000
多万元。

去年9月，乐陵市郑店镇西高村

高长在4岁的儿子高扬突患淋巴癌，
不到一年就花去医疗费10多万元，
尽管新农合报销、大病医疗救助解
决了部分费用，但后续换骨髓还需
十几万的费用。“7月15日，乐陵市阳
光救助中心通过救助热线了解情况
后，给我申请了低保，还通过民生联
络员募集了3万多元的善款。”高长
在说。

阳光民生救助中心是乐陵市为
防止重复救助和救助缺失，于4月份

成立的工作机构，共整合民政、教
育、卫生、残联等17个部门单位，将
分头落实的民生政策集中到一个中
心统一受理。这种模式在德州市尚
属首创。

据了解，4月份，乐陵市建立了
阳光民生救助体系，在便民服务中
心率先设立了阳光民生救助中心，
搭建起乐陵市阳光救助信息管理平
台，下设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医疗救
助及补助管理、救助信息共享、城乡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管理、阳光救助
管理监督等5个子平台，涵盖了城乡
低保、城市住房困难等20多类社会
救助业务信息；建立全市救助工作
的联动机制，开通统一的救助热线
电话6812345，实行“救助-转办-办
理-办结-回访”一条龙服务，形成
了以阳光民生救助中心为中枢，34
个街道(乡镇)、部门救助服务站为
枢纽，1089个村居救助服务点为基
础的三级救助服务网络；对采集排

查的保障救助信息进行分类整理，
根据不同情况分流到相关部门主动
施救，及时采取12项临时应急救助
措施，实现阳光救助“托底保障”和

“全覆盖、无缝隙救助”。
目前，乐陵市阳光民生救助中

心已采集民生信息20581例，通过信
息查询实施救助76起，避免重复救
助13例，清退不符合条件救助15起，
组织“千名干部基层大走访”，发放
救助金2000多万元。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王蕊) 21日，记者从德

州市质监局获悉，目前有资质认定
的实验室达101家，相比去年，增加
了20家。

“2008年，德州有64家有资质认
证的实验室，近几年增长很快，尤其
是今年已经到了101家。”德州市质
监局质量科工作人员说，目前来看，
涉及质监、建材、卫生等多个领域，
多是从事民生、安全、环保等项目的
检测。

工作人员称，判断检测机构
有没有资质，主要看有没有通过
计量认证，通过的话，报告单上应
该 印 有“ C M A ”或“ C M A ”和

“CAL”的字样。“目前，就统计来
看，有资质认定的实验室，多数是
政府管理部门设立的实验室和事
业性质的实验室，企业或社会团
体性质的很少。”

一年增加
20家实验室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郭光普)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水产部门获
悉，德州养心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等12家创建单位被确定为省级健康
养殖示范场创建单位。

德州市始终把健康养殖示范场
创建作为建设现代渔业园区的先导
和发展健康养殖的首要工作，加大
了省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工
作力度，连年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积极推广无公害养
殖，加大了无公害水产养殖技术培
训力度，加快推进产品、产地认证工
作，示范场创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截止到目前，全市健康养殖示范
场21处，示范场养殖户数达到2636
户，总养殖面积2273公顷，水产品总
产量26240吨。

12家水产养殖
成省级示范

本报7月21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姚丽敏 赵梓
霏) 21日，记者从德州市人社
局了解到，德州市现共有农村
劳动力240 .56万人，县外务工
农村劳动力107万人，省外务工
农村劳动力92万人，近三成返
乡务工人员想在家门口就业。
目前，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6 .89万人，有组织转移就业
5.4万人。

全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情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市
外出务工人员有67.1%为男性，

平均年龄为35岁，20-29岁的占
比最大为36 .1%，50岁以上为
10 .6%。在劳动报酬情况看：外
出务工人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
为1988元。其中，男性为2207
元，女性为1590元。从全市农村
劳动力转移情况来看，由种植
业向养殖业，由农业向非农业，
由农村向城镇转移速度逐年加
快，非农产业和进城收入已成
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素质低、缺技能成为制约
劳务输出和提升劳务输出质量
的‘瓶颈’。”德州市人社局相关

负责人称，农民工外出就业主
要依托传统血缘、地缘、人际关
系网络为主的流动就业方式。
在外出务工人员中，只有21.8%
的劳动力在外出务工之前接受
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接受培
训的男性为 21 . 0%，女性为
23.6%。而且外出务工的农民工
文化程度依然普遍较低，初中
文化程度占66.1%，小学及以下
占17 .2%，中专、技校或职高占
3.4%、高中占9.1%。农民工文化
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必要的劳
动技能，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以

“打工者”的身份在外做苦力，
且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简单劳
动或低技能的职业。

“返乡人数增多，就近就业
和回乡创业将成潮流。”该负责
人称，据上半年的一份农民工
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有近
三成的返乡务工人员有在家门
口创业的意愿。下一步将继续
提供“收集用工信息-组织技
能培训-输出-参保”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一条龙服务，有组
织地开展农民工就地就近转移
就业。

三成务工人员想在家门口就业

农农民民工工返返乡乡创创业业渐渐成成潮潮流流

20日，德州市实验小学在门口张贴出一年级新生的录取公告。图为一家长带着孩
子到现场确认是否被录取。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看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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