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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被人另眼相看

3300多多万万残残疾疾人人持持证证的的不不足足88万万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李榕 )

12月3日是国际残疾人日，记者
从德州市残联了解到，目前全市共
有残疾人32 . 59万人，但持残疾人
证的仅为7 . 8万余人，担心被人另
眼相看、残疾人证“含金量”不高等
因素致使许多残疾人放弃办理残
疾人证，办证率不足三成。

“我左下肢残疾，走路不方便，
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还是需要
全价购票。”12月2日，家住中建华

府的陈琳上公交车时拿出公交卡
刷卡，而不是拿出残疾人证。陈琳
说，在济南，肢体重度残疾和一
级、二级盲人在办理公交乘车卡
时免费，但在德州，残疾人乘坐公
交车均需全价购票，而外地残疾
人来德州，也无法享受免费乘车的
待遇。

“在德政发〔2011〕2号文件中，
针对残疾人的优惠政策涉及乘坐
公交免费、减免税款等，但目前都

落实不到位。轻度残疾人除了去部
分公园可以免费外，再没有其他

‘福利’了。”轻度残疾市民赵先生
称，相比学生证、军官证和老年证，
残疾人证可以获得的“福利”太少，
甚至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还要跑到
残疾人一类当中，单独填表格、接
受检查，很没尊严。

“各县市区曾进行过摸底调
查，很多残疾人明明身体有残疾，
但就是不愿意办证，与残疾人证所

带来的福利偏少有关。”德州市残
联工作人员分析称，目前很多优惠
政策只是针对一二级重度残疾人，
三四级轻度残疾人因享受不到优
惠不愿办证；办理残疾人证需要前
往医院进行伤残鉴定，部分偏远地
区的残疾人因行动不便不愿进行
鉴定；此外，家长过于保护未成年
残疾儿童，担心被人另眼相看等致
使许多残疾人放弃办理残疾人证。

“目前全市共有残疾人32 . 59万人，

但持残疾人证的仅为7 . 8万余人，
办证率不足三成。”

目前德州针对享受低保的城
乡一二级重度残疾人(包括肢体、
视力、精神和智力障碍四类)，每人
每月给予不低于50元的生活补贴；
对重度残疾人(Ⅰ—Ⅱ级)按最低
缴费档次(100元)给予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全额代缴；重度残疾人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每人每年仅缴
纳10元等。

本报12月2日讯 (记者 王明
婧) 12月1日，明月龙公益团在德
州学院组织大型体验残障人士和
无障碍设施的公益活动，让健全人
体验残障人士的不方便，鼓励更多
残障人士走出家门。

明月龙公益团负责人杨光介
绍，对于残障人士，坡道、扶手等无
障碍设施普及不全，将他们的一生
锁在了家里。为了让健全人体会到
残障人士的不方便，理解无障碍设
施的重要性，体验现场设计了体验
轮椅、视力障碍、失去双臂和单臂
及终极体验四个环节。

“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很恐
怖，不自觉地伸出双手，听到车的
声音会不敢走下去。”一位体验视
力障碍的志愿者说，如果社会各界
能重视盲道，健全扶手等无障碍设
施，让残障人士能自由出行，他们
就业、学习和工作的几率将会增加
很多，生活也会更精彩。

健全人体验

残障生活

12月2日，减河、岔河两岸堤顶路的新建和改造工程目前已基本完工。此项工程计划投资
8000万元，计划完成减河、岔河河堤两岸路面施工58公里的堤顶路新建和改造。目前，受滨河
路修建的影响，岔河还剩2公里的路段才能完工。

本报记者 王小会 陈兰兰 摄影报道
收尾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王
乐伟) 自10月份以来，平原县
卫生局牵头，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是对针对
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农贸市
场、集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对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黑诊
所、游医、假医，欺骗患者的

“医托”及医疗机构使用非卫
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

术工作等非法行为展开打击
行动。

截至目前，共监督检查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262处，取缔5
家“黑诊所”。另外，对辖区内
的14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
构出租承包科室、聘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超范围开展诊疗活
动等3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非
法开展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
止妊娠进行了监督检查。

平原>>

取缔五家黑诊所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榕) 12月2日，记者了解
到，乐陵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接市民热线举报电话，
反映杨安镇南街市场内部
废品收购站对过五金店内
部暗藏一黑网吧，乐陵市文
化市场综合执法局依法予
以取缔。

11月29日下午，该局对
该网吧进行调查核实，发现
该场所内有电脑16台，网吧

服务器1台，并未取得《网络
文化经营许可证》，且留有
顾客上网的痕迹。

针对该场所未经许可
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的行为，违反了《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
条例》第七条规定，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局对其进行取缔处理，
并函告电信部门对其进行
停止网络上网服务。

乐陵>>

取缔一家黑网吧

庆云联社“三道防线”
构筑安全稳定“防火墙”，营
造平安稳定的经营环境。

一是组织全体人员学
习安全知识，狠抓要害岗位
人员安全意识和法纪教育；
二是严格落实安全稳定领
导责任制和安全稳定目标责

任制，进一步明确责任，强化
约束，构建“事事有人管、人
人讲安全”的责任机制；三是
组织监察保卫部人员进行消
防安全大检查，检查各要害
部位的消防器材、电源、电
线、通讯等设施是否齐备、
完好、安全。 (王新波)

庆云联社打响冬季安防“保卫战”

今年以来，为降低信贷
风险，平原县农村信用社大
力推行质押贷款和第三方监
管质押贷款，以提高贷款的
安全性。

他们的做法是：通过调
整贷款结构和利率定价，提
高抵押贷款占比，对于个人
类新增30万元以上的贷款，
采取优质房产作抵押；新增
公司类贷款采取抵押或第三
方监管质押；对存量办理收
回再贷的保证类客户，根据
条件逐步改为抵押贷款。同
时，根据客户需求，生产周期
和经营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
限。到目前，平原县农村信用
社抵押贷款余额已达 6 亿
多元，占贷款总余额的30%
以上。 (高玉才 董业勖)

平原农信加大

贷款质押保安全今年以来，庆云联社不
断调整市场定位，完善服务
手段，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
持力度。

针对小微企业生产经
营产品单一，财务管理不完
善等实际，该联社实行“单
次审批、多次使用”；同时，
设计出适合小微企业自身
特点的贷款担保方式，探索
出了仓储、生产设备及房产

抵押贷款。此外，在新增贷
款规模上，明确向小微企业
客户倾斜，通过积极与小微
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实
施“保姆式”服务，对符合条
件的小微企业“快查、快办、
快授信”，实现合作共赢。截
至目前，该联社共投放小微
企业贷款3 . 8亿元，帮助大
批小微企业走上规模化、正
规化经营道路。 (张涛)

庆云联社助力小微企业健康成长

近日，平原县农村信用
社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市民
通过二维码及时关注平原
微信就可获得信用社的各
类业务信息。

微信共设电子银行、电
子机具和公众信息三大板
块，直接宣传各项业务，并
对全县25家营业网点、29台
ATM、107台农金通的详细

地址、联系电话以及开办业
务类型在微信上向社会公
开，客户可根据自己所在位
置，自主选择到就近网点或
自助设备办理业务。同时，
客户还可通过微信向信用
社进行业务咨询，提出建议
或投诉，信用社领导和有关
科室将给予及时答复。

(高玉才 董业勖)

平原农信打造微信金融平台

11月29日晚，乐陵联社
组织35家营业网点开展年
终决算应急预案演练。此次
演练，联社科技部采取事前
无通知切换主备线路、服
务器、路由器、交换机，检验
营业网点业务连续性办理
的能力。同时，科技部对机

房主备空调、双线路UPS、
发电机进行测试，营业网点
对UPS、发电机进行测试。
年终决算应急预案演练成
功结束，不但增强了营业网
点排除故障的能力，而且为
年终决算的顺利进行奠定
基础。 (王建忠 黄琛)

乐陵联社举行年终决算应急演练

集中整治
少儿出版物

本报12月2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于邦鹏) 为进一步加强
少儿出版物市场管理，净化少儿出
版物市场环境，德州市“扫黄打非”
办公室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
一个月的净化少儿出版物市场集
中整治专项行动。

将加强对少儿出版物市场的
清查、加强对印刷企业的监管、加
强对物流环节的封堵查缴三方面
重要任务。加大执法力度，严肃查
处一批重点案件，特别是对问题严
重、情节恶劣的案件坚决做到追根
溯源、彻查严办。

此外，重点检查黑马图书市
场、文化市场等出版物集中经营场
所以及中小学校周边出版物市场。

县域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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