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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三区同管”有望明年实现

居居民民迁迁户户口口一一站站就就可可办办妥妥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陈兰

兰 ) 11月4日，记者从德州市公
安局户政管理处了解到，“户籍
三区同管”改革方案有望明年实
现，在德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运河经济开发区内有合法稳定
住所、稳定职业的城区居民，可
以实现三个区域内户口自由迁
移。

目前德州市三个区使用独立
的人口信息系统，户籍办理不能自
由迁移。今年以来公安局户政管理
处不断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在
统筹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的前提下，提出了“户籍三
区同管”改革方案。“三区同管”以
加快城镇化建设，实现三个区户籍
自由迁移的目标，“三区同管”后户

籍办理程序会简化不少，原来落户
需要户籍证明、户口薄、身份证等
手续，现在只需要携带户口本和房
产证到辖区派出所，当天就可以完
成办理。另外，德州市公安局户政
管理处还推出了居住证网上申请、
身份证网上预约等一站式便民利
民服务。

户政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三区同管”是指，比如以前
有市民家住德城区，现在在经济技
术开发区买房居住，想今后在经济
技术开发区落户，只需携带相关手
续去统一网点办理就可以，不用在
两个区来回跑了。同时“三区同管”
在加快同城化进程，吸引人才和农
民进城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另外对
于优化城市建设和城市扩容方面

的成效也不容小觑。
据德州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处

处长范静透露，德州户籍改革正
在有序进行中，“三区同管”方案
已经递交上级部门审批，有望在
2014年实现，届时德城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运河经济开发区的居
民办理户口迁移等业务实现一站
式服务。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刘玉) 11月4日，记者

获悉，德州市旅游局将对全市27
家星级饭店和25家星级餐馆进行
年度复核，不达标的饭店将退出
星级饭店队伍。

德州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
绍，复核范围为2012年12月31日
前评定的旅游星级饭店。其中，对
评定时间未满三年期的星级饭店
进行年度复核，对满三年期评定
的星级饭店进行星级标志使用期
满评定性复核，“未按要求参加复
核的星级饭店，按照《旅游饭店星
级的划分与评定》实施办法，德州
市星评委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限期
整改、取消星级的处理，并公布处
理结果。”

星级审核
正在进行

本报11月4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崔禾) 11月4日，记者

了解到，德州市旅游局将面向全国
有奖征集德州旅游主题形象标识
和宣传口号，其中旅游标识设最佳
奖，奖金达5000元。市民须通过邮
寄投稿和网上投稿方式参与。

“要求所征集的作品立足德州
历史文化实际，突出德州旅游资源
鲜明特色，具有强烈的冲击力、震
撼力、号召力和吸引力，投稿截止
时间为2013年12月31日。”德州市
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其中旅游标
识要形象独特，文化感与时代感兼
容，富有艺术感染力，适用于办公
用品、印刷品、服装、车辆等多种载
体和场合；旅游宣传口号要主题鲜
明、文字精炼、寓意深刻、富有美
感，易读易记，字数不超过16个字。

旅游标识
有奖征集近几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长河公园内，孩子们在暖阳下嬉戏。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享享享享受受受受阳阳阳阳光光光光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陈兰兰 通讯员 耿希岭
王玉珍) 日前，记者从德州
市粮食局了解到，截至10月
底，全市累计玉米收购量8 . 1
万吨，同比增加3 . 7万吨。自
10月20日开始，新玉米陆续
上市，开秤价格与去年基本
持平，农民直售1 . 02元/斤，
粮商坐庄收购1 . 05元/斤，购
销及加工企业收购1 . 09元/
斤。

由于当前玉米水分普遍
较高，上市交易量不大。目前
玉米购销市场呈现粮商收购
谨慎，农民惜售状况，收购主
体以饲料企业为主。今年以

来，玉米市场长期处于低迷
状态，各市场收购主体收购
谨慎，收购积极性不高。农民
受种植成本上升等因素影
响，对目前玉米市场价格不
认可，存在惜售心理，对后期
玉米市场呈观望态度，存粮
待售意识较强。

预计2013年四季度玉米
市场将延续低迷状态。主要
原因有今年新玉米市场粮源
充足，当前玉米市场呈现供
大于求状况。从目前市场收
购情况看，饲料企业收购量
占比重较大，但短时间内不
能快速拉动玉米用量的大幅
增加。

新玉米上市交易量不大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李
榕) 11月4日，记者从12345市
民热线管理办公室了解到，10
月共受理市民有效诉求44711
件，有关驾培考试管理的一些
问题成投诉热点。

“我在齐河县龙腾驾校分
校报名学车，现在已经快三年
了，才只考了科目一，连负责人
都联系不上了。”齐河县仁里集
镇市民宋先生称，2011年5月
份左右在齐河县龙腾驾校分
校报名学车，交了2 2 0 0元学
费，并以分校教练田波的个

人名义开具了收据。2 0 1 1年
1 2 月 份 通 过 科 目 一 考 试 ，
2 0 12年8月份至2013年4月份
之间田先生两次参加科目二考
试未通过，之后便一直无法与
驾校取得联系。“分校负责人马
吉江的电话打不通，教练田波
称自己在外地打工，科目二练
习和考试都没人管。”

在10月份的市民热线中，
受理驾培考试管理问题高达
612件，主要反映驾校未及时安
排学员练车及上报考试计划，
涉及齐河县龙腾驾校、宁津县

鲁源驾校、德州宝马驾校、惠达
驾校、陵县顺通驾校、宁津县政
通驾校等。从部门回复情况看，
交通与交警部门职能划分不明
确。交警部门认为应该由驾校
上报计划后，才能安排考试；交
通部门则认为交警部门对考试
名额和时间的限制，无法确保
所有学员都能及时上报考试计
划。

此外，驾校异地招生，在其
他县市区以分校形式招生并培
训，名义上收费较低，但管理不
规范、制度不健全，无法保障学

员合法权益；驾驶员考试合格
率较低，造成学员积压；部分驾
校规模较小，培训车辆严重不
足，多人一车情况较为普遍，无
法满足学员正常练车等影响了
培训和考试进度。

市民热线管理办公室建
议，交通部门加强对驾培市场
监管，根椐驾校培训能力、学员
报名情况，合理安排招生计划；
交警部门对全市驾校培训情况
进行摸底调查，根椐驾校培训
进度合理安排考试计划，科学
分配考试名额。

过过了了科科目目一一就就没没人人管管了了
驾培市场投诉成热点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王
乐伟 ) 近日，上万支假狂犬
疫苗流入山东的消息引发市
民关注。11月4日，记者从德
州市疾控中心获悉，计划免
疫科已紧急通知各县市区相
关单位，对狂犬疫苗进行紧
急排查，排查疫苗的进货渠
道和批号。

近期公安部会同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统一协
调指挥广西、湖南、安徽、河
南 等 地 公 安 机 关 和 药 监 部
门，破获一特大制售假劣人
血白蛋白、人用狂犬疫苗等
假药系列案。犯罪嫌疑人交

待从河南周口以每支约0 . 8
元的价格购买了假狂犬疫苗
1 . 2万支，其中1 . 08万支以每
支1元左右的价格销往山东。

“看到这一报道后，我们
就紧急通知各县市区疾控部
门，对狂犬疫苗进行排查。”德
州市疾控中心计划免疫科科
长王洁说，正规接种单位的疫
苗都是逐级供应，有正规的进
货渠道和相应的批号。“现在
一些药店也声称可以接种流
感疫苗、狂犬疫苗等，而且价
格便宜，市民接种时一定要到
正规的接种单位，不要因贪图
便宜而受骗。”

疾控部门紧急排查狂犬疫苗

个别银行
停办房贷

本报11月4日讯(记者 贺莹
莹) 进入11月份，随着各家银行
贷款额度收紧，按揭放款速度开
始慢下来，记者了解到，个别银行
已停止放贷。

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楼盘负责
人说，第一季度时，整个贷款流程
只需10多天，现在基本都在20天
以上，按揭贷款放缓直接影响了
已售房源的回款。一远郊楼盘今
年10月开盘，但按揭款一笔也没
放下来。该楼盘相关人士介绍，由
于银行这边盯得不是很紧，审批
流程拖到了年底，最近银行没额
度了，只能等明年1月1日以后了。

“年底贷款收紧，这是每年的
惯例。”工商银行一工作人员介
绍，到了年底，计划已经基本完
成，信贷人员利润相对也低了，所
以会放慢贷款。据一些开发商介
绍，进入12月份，银行基本停止放
贷。而等到明年1月份，新的额度
来了，放贷又会开始松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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