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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33””工工程程搭搭起起服服务务业业框框架架
培育15个重点园区、20条特色街区和30家重点企业

13个县市区

消防验收达标

农产品配额

24日起申报

交警部门组建机动执法小组

三三个个执执法法片片区区不不定定期期出出警警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田卫东) 13日，记者从德
州市发改委了解到，德州将深入实
施“123”工程，大力培育15个服务业
重点园区、20条服务业特色街区和
30家服务业重点企业，充分发挥其
集聚、示范和带动效应，把载体培育
作为服务业跨越发展的重要抓手和
关键支撑。

“今年将做优做特服务业重点
园区，重点培育德州商贸服务业核

心区、德城区南部生态服务功能区、
高铁新区中央商务区等1 5个服务
业重点园区(集聚区)，涵盖现代物
流、文化旅游、商贸流通三个产业
类别。”德州市发改委工作人员介
绍，将研究制定服务业重点园区认
定、评价标准和奖励办法，实行优
胜劣汰、滚动培育机制，对发展成
效显著、贡献突出的园区进行表彰
奖励。同时加强园区管理，推动有
关服务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建设，重

点企业向园区集中布局，各类要素
向园区集中配置，争创省级服务业
发展示范区。

今年德州还将做精做活服务业
特色街区，结合旧城改造和城市综
合体建设，精心培育董子文化街、
明清商业文化街、城隍庙步行街、
齐鲁古玩城、鲤鱼门商业街等20条
服务业特色街区，其中德城区3条，
运河经济开发区有两条。今后将加
快特色街设施改造和环境美化亮

化，根据规划和特色定位定向招
商，加强规划建设和策划宣传，将
特色街区打造成展现城市形象的
名片、提升城市品位的亮点，争取
尽快培育出2—3条能够展现城市特
色，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服务
业特色街区。

记者了解到，今后还将培大培
强服务业重点企业，以打造省级服
务业龙头企业和领军企业为目标，
重点培育德百集团、黑马集团、德州

扒鸡集团等30家重点企业。综合评
价重点企业营业收入及增速、缴纳
税金及增速和吸纳就业等指标，对
年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实现税金
1000万元以上的服务业企业，按形
成地方财力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
并授予“德州市服务业明星企业”称
号。加大对服务业重点企业的扶持
力度，力争到2020年，全市营业收入
过10亿元的服务业企业达到30家，
其中过百亿元的达到5家。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尹岩) 13日，记者从德州市公
安消防支队获悉，自6月份全市开展消防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以来，全市火灾
形势持续平稳。经过考核，13个县市区成
绩均达到良好以上，完成了消防安全大
排查大整治活动的既定目标。

今年6月份，德州市组织开展消防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以来，全市公安消防部门共检查单位
4943家，发现火灾隐患7269处，督促整改
火灾隐患6709处，政府挂牌督办重大火
灾隐患17家，责令“三停”单位46家，临时
查封单位68家，拘留26人，罚款203万元。
6月9日以来，全市共发生火灾271起，直
接财产损失320万元，没有发生亡人、伤
人火灾和较大以上火灾，社会面火灾形
势持续平稳。

近期，专门组织对各县市区消防安
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进行了自评验收。
经过考核，13个县市区成绩均达到良好
以上，完成了消防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
动的既定目标。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史磊 李传伟) 近日，国家发改
委、商务部根据《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
理暂行办法》，发布了《2014年粮食、棉花进
口关税配额数量、申请条件和分配原则》
的公告。省发改委明确了具体申报条件和
材料，德州将在10月24日以集中受理、专门
窗口、专人负责的形式进行申报工作。

据德州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老户申报时应突出企业产能产量变化情
况、近两年进口配额执行率及信息反馈
情况、2013年国储棉竞拍情况等审查重
点；新户应突出企业经营范围及产能产
量、近两年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等审
查重点。德州发改委将指导县(区)发改
局，有关企业及时开展农产品配额申报
工作，确保企业申报材料真实、完整和准
确。争取让更多企业进入农产品配额发
放名单。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王明婧) 13

日，记者从德州市统计局了解到，1—9月
份德州市地方财政收入112 . 94亿元，同比
增长近两成，增速居全省首位。9月末，人
民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930 . 76亿元，比年
初增加近300亿元。

1-9月份，全市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112 . 94亿元，增速居全省首位。前九个月
国税收入累计69 . 71亿元，同比增长一成
多，其中九月当月同比增长近三成。各县
市区增速差别很大，陵县、夏津、宁津和
庆云均不同程度负增长，临邑县累计增
长六成多，经济开发区累计增长三成多。

前九个月地税收入累计82 . 06亿元，
同比增长两成多，今年来持续保持在20%

以上较高增速。分县看，8个县市区增速
超过全市，其中齐河县增长40 . 7%，居全
市首位，乐陵、禹城、夏津、临邑也均保持
30%以上增速。

本报10月13日讯 (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杨红省
马少帅) 13日，记者了解到，
德州市交警支队将组织开展
机动执法活动，从各勤务大队
抽调五名民警，组成支队机动
执法小组。此举将有效阻止人
情关系对执法造成的干扰。

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大全
市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查处力

度，深入推进“平安行·你我
他”行动，切实消除交通安全
隐患，德州市交警支队决定组
织开展机动执法活动，并制定
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交警支队将从各勤务大
队抽调五名民警，由交通秩序
科长或一名中队长带队，按照
支队要求，在指定时间到指定
地点集结，组成支队机动执法

小组，由片区机动执法负责人
统一指挥，开展执法活动。

机动执法过程中，分为三
个执法片区，其中：第一片区为
直属一、二、三、四大队辖区；第
二片区为陵县、临邑、宁津、乐
陵、庆云辖区；第三片区为齐河、
禹城、平原、武城、夏津辖区。

据了解，机动执法小组，
10月10日查处违法行为总数为

385起，其中重点违法行为140
起；10月11日查处违法行为总数
为541起，重点违法行为261起。

交警支队工作人员介绍，
此举可以缓解部分大队警力
不足的问题，以及干警执法过
程的人情干扰，保证执法的透
明、公正。此项执法行动将不
定期开展，给全市人民创造良
好的出行环境。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宋蕊) 13日，
记者从德州市旅游局获悉，近
期将开展旅行社等级评定，推
进旅行社行业标准化建设，提
高旅行社经营管理水平和服务
质量，优化旅行社产业结构，促
进旅游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据了解，参评企业必须是
经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
工商部门注册并具备独立法
人资格的旅行社企业，分设在
不同区域的旅行社服务网点
和非独立法人实体不能单独
参加等级评定。

德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此次评定将依照《山
东省旅行社等级划分与评定
标准》、《山东省旅行社等级评

定管理办法》，分3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自即日起持续到
10月31日，各旅行社结合各自
实际，整改本单位缺项和不
足，全面规范企业经营和管
理。第二阶段受理申请和指导
整改，从11月1日到11月30日。
根据各旅行社申请，德州市评
定工作委员会在15日内作出
是否受理的决定，确定具有申
请资格的旅行社名单，并深入
现场初审。

终审评定时间为12月1日
-12月31日，届时将根据企业
整改情况，在全面审核企业上
报材料、逐项打分检查的基础
上，提出旅行社等级评定候选
名单，并按管理权限最终确定
获得相关等级旅行社名单。

旅行社开展等级评定

本报10月13日讯(记者
王乐伟) 13日，德州市“服务
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
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启动当
天，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将
免收患者挂号费。据了解，此
次义诊活动周时间为10月13
日至19日。

活动周期间，全市对口
支援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二
级以上医院，将各自选择本
院3个以上的特色专科，派出
相应专科专家，在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开展义诊活动。各
县 (市、区 )卫生行政部门将
组织县级医疗机构派出由内
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眼科
等专业的医师组成医疗队，
到医疗服务能力较薄弱的乡

镇卫生院，为当地群众开展
义诊活动。

另外，有关医疗机构将
组织疑难重症的会诊、开展
义诊手术，如儿童的赘生指
(趾 )切除、包皮环切和疝气
手术，以及成人的白内障、唇
腭裂修复、表浅良性肿瘤切
除和其他适应症手术等，周
手术量将为10至30台；开展
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两癌筛
查活动；免费开放健康大讲
堂，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
门将组织辖区内二级以上医
院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专家
走进学校、工厂、建筑工地、
社区、党政机关，讲授、传播
健康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
众的健康意识。

义诊活动周昨日启动

12日，在齐河县举办的全国建筑机械交易会场上，上万台建
筑机械排成一条千米长龙，400余家建筑机械企业云集齐河洽谈
业务。图为市民在认真查看建筑机械。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石勇 许威力 摄影报道

瞧瞧仔仔细细

10日上午，交警直属二大队民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号码牌
为“鲁NBK128”的小轿车，车牌上的数字“1”颜色明显与其他数字不
同。经查看，原来是故意遮挡号牌。

本报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王静 摄影报道

前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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