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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有关部门开始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德德州州西西瓜瓜””不不能能再再随随便便叫叫了了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郭光普

通讯员 王荣江) 德州西瓜、汴
梁西瓜、平湖西瓜并称中国三大西
瓜名品，已有 1 0 0 0多年的种植历
史。近日，记者从德城区农业局三
品办了解到，“德州西瓜”已开始申
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获批后只
有规定区域内的西瓜才能叫“德州
西瓜”。

据了解，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
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
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该特定
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
素及特定生产方式，并以地域名称
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

德州西瓜、汴梁西瓜、平湖西
瓜并称中国三大西瓜名品。德州西
瓜素以个大、皮薄、果肉细嫩、甘

美爽口而闻名全国，其主要产地
在德城区黄河涯镇附近及周边的
区域。“闻名海内的德州西瓜，其
实已有 1 0 0 0多年的种植历史，文
字记载也有 3 0 0余年的历史。”德
城区农业局三品办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截至2013年，德州西瓜面积
已达到 8 0 0 0多亩，平均亩产种植
3500公斤以上。

为了更好地保护西瓜品牌，合
理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目前农业
部门已根据实地科学勘察和水土
测试，将包括德城区黄河涯镇，南
至王程寨村，北至后仓村，东至后
李村，西至耿李杨村等区域内的西
瓜申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记者从德州市农业局生态科
了解到，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申请

跟之前的三品、有机、无公害等申
请主体不同，由政府和企业共同
申请。程序非常严格，目前全市已
有 德 州 西 瓜 、乐 陵 小 枣 、庆 云 香
菜、神头香椿等十余种农产品提
出申请，此前只有武城辣椒获批。
一旦批准以后，申请区域之外的农
产品不能使用该名字，否则将构成
侵权行为。

本报8月22日讯(记者 王明婧)
22日，记者在德州市教育局了解到，
近期将对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进行开
学前安全检查，确保学生返校后的
人身安全。

“现在是雨季，校舍和教室的通风
情况是我们需要检查的。”德州市教
育局安全科科长王晓东说，今年新
建和改建了不少学校，杜绝老师和
学生在危房中学习和生活，排除大

的安全隐患。而德州市拥有校车的学
校较少，因此开学前的安全检查着重
于校舍、教室和食堂。每年假期，学
校会对校舍等进行维修，教育部门
会在开学前进行抽查。

按照往年的检查经验，秋季开学
校舍和教室的通风情况会重点查
看。此外，电线裸露、校舍拥挤等都
在检查范围内。饮食安全方面重点检
查学校食堂，查看设备是否陈旧、厨房

是否卫生，从业人员是否有健康证。
各县市区教育部门将对辖区内

的中小学幼儿园进行检查，保障学
生安全。乡镇教办对辖区学校、幼儿
园每学期普查两次以上，县市区教
育局每学期普查1次以上，市教育局
每年检查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学
校。“还开展专项检查，今年秋季开学
将与消防部门联合进校园，开展消防
安全教育。”王晓东说。

本报 8 月 2 2 日 讯
( 记 者 孙 婷 婷 ) 受
台 风“ 潭 美 ”影 响 ，未
来 三 天 ，南 方 地 区 将
遭遇狂风暴雨袭击，与
此同时，东北地区也有
雨水出现。相比之下，
近期德州市的天气风
平浪静，特别是立秋之
后，雨水减少的同时，
气温也明显下降，闷热
潮 湿 的 天 气 ，转 眼 间
就变成了干爽舒适的
天气。

8月21日，是末伏天

气的最后一天，结束了
三伏天之后，23日还将
迎来“处暑”。处暑是反
映温度变化的节气，处
暑的“处”是指“终止”，
处暑的意义是“夏天暑
热正式终止”。虽然秋季
在气候意义上已经来
临，但夏天的暑气仍然
未减。

据气象预报，未来
三天，德州依然是晴转
多云的好天气，气温维
持在23℃～32℃之间上
下浮动。

本报8月22日讯 (记
者 董传同 通讯员
魏燕飞 王衍) 21日为

“三伏”的最后一天，德
州电网最高负荷为264

万千瓦，比8月15日最高
峰值299万千瓦下降了
1 1%。随着“伏天”的结
束，标志着三破历史最
高负荷的德州电网平稳
度过夏季高峰。

今夏，雷雨大风及
高温天气交替频繁，给
德州电网造成巨大的考
验。尤其是8月6日至17

日，连续12天的高温天
气，导致制冷负荷激增。

而8月15日电网最高负
荷更是达到了峰值的
299万千瓦，比去年最高
负荷高出15%。

为保证用户的可靠
用电，国网德州供电公
司积极组织企业开展有
序用电工作，引导高耗
能行业大客户在用电高
峰时段开展避峰、错峰
生产，保证居民及重点
单位的供电。并组成了
20支高温保电队伍，深
入社区、农村等人口密
集地区，开展高温安全
用电专项检查及宣传活
动。

“三伏”走“处暑”到

确保中小学幼儿园开学安全

校校舍舍教教室室食食堂堂集集中中安安检检

本报8月22日讯 (见
习记者 陈兰兰) 临近
开学，不少学校周边的
小餐桌又开始忙碌起
来。22日，记者在多个
学校附近发现，不少小
餐桌都提高了价格，涨
价幅度在 2 0元到5 0元
不等。

22日中午，记者在
北园小学附近一家小餐
桌店铺前看到，老板贴
出了新的价格标准，1—
3年级收费2 0 0元/月，
4—6年级收费2 2 0元/
月，“每个年级段，比上
学期上涨了20元，这还
算是便宜的了。”经营小

餐桌的李先生说。同样
在青年路上的一家小餐
桌也做出了价格调整，
由上学期的180元/月直
接提高到了230元/月。

解放北路小学附近
的一家小餐桌老板说，

“1元以内的菜都买不到
了，每天还得变着花样
给孩子做饭，房租、人工
费也都上涨了，小餐桌
涨价也是迫不得已。”在
北园小学附近，一位准
备给孩子预订小餐桌的
家长告诉记者，物价上
涨，小餐桌上涨20元也
可以接受，只要保证饭
菜质量就可以了。

每月200元的小餐桌不多了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李明华 通讯员 王

琦霞 ) 2 2日，记者从德
州市食药监管局直属分
局了解到，从即日起至开
学前，将对辖区内学校食
堂及用餐配送单位餐饮
安全情况和学校周边食
品安全状况开展全面检
查。

此次监督检查活动
的检查重点为学校食堂
食品安全工作，加强学生
用餐安全监管工作，确保
广大师生饮食安全，严防
集体性食物中毒事故的
发生。此次监督检查严格
按照《山东省学校食堂餐

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
理办法》、《德州市学校食
堂餐饮安全示范创建工
作方案》的要求，严格落
实学校食堂餐饮安全季
度监督检查制度，对辖区
内学校食堂及用餐配送
单位餐饮安全情况和学
校周边食品安全状况开
展全面检查，特别是经营
者食品安全法定责任落
实情况和《山东省学生小
饭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的实施情况，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
相关单位及时整改，对检
查发现的违法行为要依
法及时查处。

全面检查学校餐饮安全

用电高峰平稳度过

2013年，齐河农
合行结合三信工程建
设，全面推行“阳光信
贷”。通过设立“阳光信
贷大厅”，公开承诺上
墙，落实客户经理值班
制度，确保与上门客户
实现零距离接触，面对
面服务，建立客户经
理去向牌和客户咨询
限时回复管理制度，

同时，根据不同信贷
品种推行限时办结制
度。对外接受监督，将
利率定价、收费项目进
行公示，公开举报电话
和举报邮箱主动接受
客户监督，加强客户
经理合规操作约束激
励，提高办事效率，为
便民、强农增添筹码。

(王宁 袁洪华)

齐河农合行
贷款业务推行“公开”评议制度

7-8月份，全省雨
水增多，灾情、汛情成
为各地关注的焦点。
为加强汛期支农工作，
齐河农合行不断加强
人力、物力、财力投入。
高度重视现金供应工
作，制定保证本地区现
金供应的措施，确保
现金供应工作不出问
题；在信贷业务方面
充分提高信贷效率，

在原来个人类贷款7
日办结的基础上，要
求凡是办理信贷业务
用于防汛抗洪、借款
人信誉可靠、资金风
险低的最迟于5日内使
贷款资金到达客户手
中。目前，该行已累计
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
用于农户购买防汛物
资，有效地支持了防
汛抗洪工作。 (王宁)

齐河农合行
5000万元投入汛期解民忧

8月22日17时许，在晶华大道上一辆大挂车在正常行驶的过程中车头与车身突然分离。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意外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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