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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年度行业总评榜投票日益白热化

只只有有两两周周了了，，请请抓抓紧紧““冲冲””一一下下

市政设施

屡遭黑手

成本高货源少需求大增

羊羊肉肉价价格格直直奔奔4400元元而而去去

海河迎查

进展顺利

骨干河道

治理完毕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刘振)

近日，德州召开了海河迎查工作调
度会议召开，对海河迎查下一步的
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记者了解
到，目前海河迎查各项工作进展良
好，120个Ⅰ类工程项目中，9成达到
了进度计划要求。

据了解，根据12月2日至3日市
迎查办现场督导情况，全市海河迎
查120个Ⅰ类工程项目中，108个达
到进度计划要求，占90%；76个规划
项目中，完工47个，占62%，正常推进
的27个，占35%。多数县市区海河迎
查Ⅱ类工程项目进展顺利，完工率
达到72%。

近期将由德州市环保局会同
各县市区，拟定特色亮点工程及迎
查路线的方案，市迎查办组织现场
论证，12月底前确定方案。同时谋划
建立健全人工湿地、再生水利用、
污泥处置、乡镇污水和垃圾治理、
畜禽养殖等工程运行管理长效机
制，确保发挥长期效益。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刘
振) 本报2013年度德州行业总
评榜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读者
投票热情越来越高涨，信件、电
话、网络等多种方式集聚了各
色选票。目前距离投票结束只
有半个月了，各个行业的奖项
角逐已出现了白热化的趋势，
最后时期投票很可能左右最终
的奖项归属。

截止到12月8日下午6时，

本 报 今 日 德 州 编 辑 部 收 到
2057份投票，电话和网络投票
超过5万人次。目前，参与投票
的读者人数已超过了前两年
的同期数量。从最新的投票结
果看，各行业内的投票已经出
现了白热化的竞争态势。多个
品牌或厂商在“第一阵营”的
竞争席位里“捉对厮杀”，譬如
观光假日国旅和红叶国旅的
奖项选票差距就很小；有的品
牌则是差评不断，有可能摘获

“口碑最差”奖项。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

口碑，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
代已经过去了，品牌形象直
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
8日，市区某酒业负责人王先
生表示，如果老百姓给差评，
也是对企业的一种激励，企
业在今后也应该更加注重改
善客户体验。

据了解，所有投票将截止
到12月24日，最终榜单将在27

日发布。各位读者请抓紧投票
吧！投票方式：1、将此选票按要
求填写后邮寄至本报今日德州
编辑部，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
董子文化街北首董子读书台西
侧。邮编：253000 2、电话投票。
拨打投票热线96706891(市话收
费)，按提示音投票。3、网络投
票 。登 陆 h t t p ： / /
www.qlwb.com.cn，点击“齐鲁晚
报2013德州行业总评榜选票”，
在网上投票。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贺
莹莹 ) 记者近日从菜市场与
超市了解到，由于货源稀少、成
本上升，今年羊肉的零售价比
去年每斤贵3-5元。

在三八便民市场内，卖新
鲜牛羊肉的摊位只有一两个，
且位于菜场较偏的位置，与熙
来攘往的猪肉摊子相比，这里
的顾客显得稀少。“波尔山羊33
元 /斤，小山羊到了 37元 /斤

了。”一位曲姓羊肉摊主告诉记
者，“今年羊肉的平均价格比去
年每斤涨了3-5元，现在基本上
每天能卖出一头羊，天冷的话
会卖的稍微多一些。”前来买羊
杂的夏女士称：“现在猪肉是十
二三块钱一斤，吃一顿红烧肉
也就二十几块，涮羊肉的成本
就高了，起码上百块，平时不大
会买，顶多买点牛杂、羊杂炖个
汤”。

“今年夏天也就28元/斤，
现 在 小 山 羊 零 售 价 都 到 了
37 .8/斤了，预计春节前还要
涨到40元/斤，所以为了降低
成本，现在就要开始囤肉了。”
德兴路一家烧烤摊老板王先
生说，平常到了年前才开始囤
肉，今年要提早了。据小锅市
社区养羊户杨先生介绍，羊肉
价格之所以每年都涨，主要是
由于现在本地草源较少，不少

养羊户都是饲料喂养，成本
高，而且羊的饲养周期长，至
少为一年周期，影响了养殖户
的积极性，所以本地农户已经
很少养羊，现在市场上多为中
间商，在外地进羊价格加高，
所以到市民手里价格会更高。
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老百姓对
羊肉的需求量也会大幅增加，
所以羊肉价格会有一定的上
涨空间。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贺
莹莹 ) 8日，德州市黎明小学
宿舍楼业主王先生反映称，他
们小区自今年供暖以来，就一
直时热时不热。据了解，由于
黎明小学宿舍楼泵房需要供
给7个小区供暖，其中一个小区
出现漏点，影响整个泵房的回
水温度。

王先生说，自从11月15日供
暖以来，暖气时热时凉，最长的
时候，将近一周暖气都是凉的。
在王先生的卧室里，记者用手摸
到室内的暖气片处于温热状态，
挨近楼道的房间内暖气管道摸
起来更是冰凉。

据了解，黎明小学宿舍楼

泵房承担着七个小区的供暖，
“现在回水温度已到40℃，室内
温度16℃以上应该没问题。”泵
房工作人员称，“循环水本该是
热的，但是因为有漏点，补水一
直是凉的，所以整个循环水也
不热，导致暖气温度低。”据了
解，工作人员7日把皇锦园小区
的阀门关上了，排查漏点，但是
由于关联黎明小学宿舍的阀门
使用年久，阀门关不紧，小区的
供水温度也上不去。黎明小学
后勤部张主任称：“由于小区是
老小区，还是串联供暖，一户漏
水，阀门就关掉排查修补，只有
把漏点修补好，才能保证用户
家里温度达标。”

怪，漏点到底在哪

本报12月8日讯 (记者
陈兰兰) “从11月中旬到12月
初，家里的暖气就没热过。”住
在高地世纪城95号楼一单元
的刘女士说，热力公司测试后
得知，冷水没法回流，可能是
回水的阀门没有打开，才导致
暖气不热。可是找阀门井让物
业和施工单位犯了难。

“从供暖第一天开始就一
直联系物业，物业也弄不清是
哪里出现了问题，后来热力公
司的技术人员给检验了一下
得知冷水没法回流，必须找到
管道阀门才能解决。”住在502
的张先生说，现在全家只能把
冷水管截断，重新接上一节管

道，将冷水排到下水道中，家
里的暖气才热了一些。

8日下午，在95号楼前，为
了找到供热管道井的阀门，掘
开的土还没有回填。高地世纪
城的物业经理孟庆军告诉记
者，根据开发商留下的图纸，
供暖管道井应该在距离楼道
门口1.5米处，物业找到施工单
位，施工单位找了几天也没有
找到管道井，现在物业也有点
束手无策。孟庆军说，最好的
办法是找到总管道，然后顺着
总管道再做进一步的寻找。如
果当初开发商修建时，没有留
供热管道井，物业只能找施工
单位重新设计一个施工方案。

更怪，阀门井找不到了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孙洪坤) 为进一步提

高农业生产能力、降低水旱灾害，
德州市今年计划投资2 . 74亿元，治
理沟渠773条，总长度达3968公里。

近几年，德州市水网建设成效
显著，市属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
以上的骨干河道已全部治理完毕，
但县级以下水利工程配套不完善，
部分县、乡、村级工程没有及时建
立有效的投入机制，致使大量工程
无人管理。目前县级以下支流和田
间工程淤积不畅，“地不通沟、沟不
通河”的问题依然突出。据统计，德
州市流量在20立方米/秒以下的干、
支、斗、农、毛渠总长度已接近1 . 8万
公里，需配套建筑物20多万座。

基于这一现状，今年德州市把
县、乡、村沟网治理列为今冬明春
农田水利建设的头号工程，集中人
财物力进行整治，逐级落实到各
县、乡、村，全部工作将在明年汛前
完成。

好危险

练逃生

▲12月7日，30余名小学生和消防志愿者走进德城区消防大
队，体验学习消防灭火逃生常识。

本报记者 马志勇 通讯员 尹岩 摄影报道

12月7号凌晨，在青银高速夏津段，一辆重型半挂车撞上
了前方的挂车，造成车头严重损坏，对方车上几十台电冰箱被挤
坏，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本报记者 董传同 通讯员 尹万亮 摄影报道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闫恒 ) 12月8日，记者

了解到，今年以来，德州已丢失检查
井盖、井箅子20余块，丢失路灯电缆
1000余米。

“每年汛期来临之前，市政部
门会对路面井箅子、下水道进行集
中清理，入冬后也会对各种设施进
行新一轮的集中清理和整治。”德
州市市政设施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称，今年中心城区市政设施情况较
好，但仍有部分设施丢失和损坏现
象。

针对线缆被盗问题，德州市市
政设施管理处已组织专业施工队将
所有变压器检查井、路灯管线检查
井进行填埋防护，并对管辖区域内
变压器门锁重新焊接防撬锁具，变
压器内部做防潮保护处理。此外，德
州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已对辖区内道
路、排水、桥梁等市政设施开展了入
冬前预防性集中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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