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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耿珊珊 ) 14日，德城区
2013年度社会保险补贴开始发放，
发放期至15日结束，此次将为符合
条件的1170名失业人员发放社保
补贴460万元。

为鼓励和支持就业困难人员
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做好就
业困难群体援助工作，切实保障失
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德城区人社局
自2009年开始在全市率先落实了
对实现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
发放社保补贴这项惠民政策，并实
现逐年增长，今年将为符合条件的
1170名失业人员发放社保补贴460
万元，五年来累计为5300人次发放
社保补贴1800万元。

德城>>

社保补贴
开始发放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房德进 刘蕾 ) 近

日，平原县环保局对全县原有危
废产生企业和已投入生产的新建
危废产生企业进行地毯式、拉网
式检查。

检查组重点检查危废产生种
类、数量和管理计划、储存场所及包
装物标识、转移处置情况和应急预
案制定等方面制度的执行情况。

此次危险废物执法检查活动
共检查企业18家，其中5家企业存
在档案资料不全、管理制度过期、
人员变动未更新、台账不细化等
问题，两家企业现场不规范，无警
示标志。执法人员对企业存在的
问题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责令企
业限期改正。

平原>>

环保不规范
五企业被查处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孙景雷) 为减少审批

环节、提高行政效能，自1月11日
起，乐陵市物价局实行审批决定权

“首席代表”办结制度。
该制度规定，获得授权的审批

事项“首席代表”可按照授予权限和
规定程序，对即办件、补办件行使审
批决定权，对承诺件、联办件、上报
件行使预审处置权，对急需办理的
事项行使先审批再报告的特别处置
权等，确保受理事项在承诺的时间
内办结。实行一个窗口进出、内部封
闭运作、一站式服务、限时现场办
结，有效保障了行政审批工作“按时
办结率100%，现场办结率100%”。

截至目前，乐陵市物价局接受
申请339件，全部限时办结，未发生
超时办结和群众投诉事件。

乐陵>>

首席代表
限时办结

14日，岔河东大道上摆满了待铺的管道。目前，岔河滨河道路已基本建成，各项配套设施
正逐步跟进。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抓紧配套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洪楠 刘伟 )

据德州海关统计，2013年德
州市进出口35 . 4亿美元，其中
出口20 . 3亿美元，进口15 . 1亿
美元。全年进出口贸易顺差达
5 . 2亿美元。10个县市区对外
贸易值保持增长，成品油和食
糖成为主要进口商品。

2013年，德州市一般贸易
进出口30 . 6亿美元，同比增长
31 . 6%，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86 . 4%；其中出口17亿美元，同
比增长6 . 7%，进口13 . 5亿美
元，同比增长86 . 3%。加工贸易
进出口4 . 3亿美元，同比增长
13 . 4%，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12 . 1%；其中出口3 . 2亿美元，
同比增长19 . 1%，进口1 . 1亿美
元，同比下降0 . 4%。

民营企业主导进出口。
2013年，德州市民营企业进出
口25亿美元，同比增长39 . 4%，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70 . 6%；
其中出口12 . 4亿美元，同比增
长6 . 2%，进口12 . 6亿美元，同
比增长1倍。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 6 . 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 . 6%，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19 . 5%。国有企业进出口3 . 1亿
美元，同比下降1 . 6%，占全市
进出口总值的8 . 8%。

东盟、大洋洲、拉美、欧盟
和美国是主要贸易伙伴。2013

年，德州市对东盟进出口4 . 8亿
美元，同比增长1倍；对大洋洲进
出口 4 . 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 . 8%；对拉美进出口4 . 1亿美
元，同比增长66 . 8%；对欧盟进
出口4亿美元，同比增长12 . 4%；
对美国进出口3 . 6亿美元，同比
下降11 . 9%。对上述5个国家或
地区合计进出口21亿美元，占全
市进出口总值的59.3%。

10个县市区对外贸易值
保持两位数增长。2013年，德
州市各县市区进出口总值有
11个呈现增长态势，3个县市
区出现下滑。其中临邑县和夏
津县增长迅猛，分别增长1倍
和86 . 5%；武城县、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庆云县呈下行态势，分
别下降23 . 1%、12 . 5%和4%。

机电产品、纺织纱线(包括
织物及制品)和蛋白类物质为
主要出口商品。2013年，德州
市机电产品出口6 . 3亿美元，
同比增长3 . 4%；纺织纱线类出
口 2 . 8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17 . 4%；蛋白类物质出口1 . 3亿
美元，同比增长12 . 7%。

成品油和食糖跃居主要
进口商品。2013年，德州市进
口铁矿砂5 . 2亿美元，同比增
长19 . 8%；进口成品油3 . 9亿美
元，上年同期仅有微量进口；
进口食糖1 . 1亿美元，同比增
长42 . 3倍。

去年10个县市区对外贸易值保持增长

成成品品油油和和食食糖糖成成主主要要进进口口商商品品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李惠明
王丽) 德州市公共汽车公司
定于1月16日开通“德州扒鸡
股份”发往“澳德乐时代广
场”的公交35路线。

公交35路，由德州扒鸡
股份开往澳德乐时代广场，
共配备7辆公交车，票价一
元，刷卡八折。澳德乐时代广
场首班发车时间6：45，末班
发车时间18：00；德州扒鸡股
份首班发车时间7：00，末班
发车时间18：00。运行间隔为
15分钟。

全程共设置站点22处，

由德州扒鸡股份开往澳德乐
时代广场方向途径站点依次
为：德州扒鸡股份公司、后
董、德州瑞康食品有限公司、
张官屯、前小庄、枣林齐、国
信环境、王庄社区、豪美帝
家家具有限公司、景津集团
东厂、德州市烟草公司、德
州锦冠钢铁有限公司、凯元
热电厂西门、晶华工业园、
晶华大道路口、人民医院开
发 区 分 院 、东 滶 豪 庭 酒 店
(供水分公司)、凯元温泉度
假村、开发区管委会、汽车
东站、澳德乐时代广场、澳
德乐西站。

35路公交线明日开通

本报1月14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田卫东) 14
日，记者从德州市发改委获
悉，2013年，7个项目列入2013
年山东省新增100个服务业重
点载体项目，争取服务业引导
资金创历年新高、获得服务业
考核奖励资金历年最多。

2013年，百脑汇资讯广
场、唐人中心等7个项目列入
2013年山东省新增100个服
务业重点载体项目，是全省
新增项目最多的市之一，项
目新增用地省里给予重点支
持，优先办理用地手续，全部
纳入省服务业跨越发展基金

支持范围。
德州争取服务业引导资

金创历年新高。宁津生物质
新材料研发检测服务中心、
乐陵华储食糖现代物流中心
等9个项目获得2013年度国
家和省服务业引导资金重点
扶持，争取无偿资金1620万
元，对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
和新兴高端服务业发展起到
助推作用。

德州共获得省服务业考
核奖励资金70万元，其中，德
城区被评为全省服务业发展
先进县市区，获得省政府奖
励30万元。

七项目列入省重点

县域快讯

抢鲜看

坚持企业自愿与实施专项许可相结合

1155家家药药店店将将试试卖卖婴婴幼幼儿儿乳乳粉粉
本报1月14日讯 (记者 王乐

伟) 2013年，国家相关部门决定，
在药店试点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今年开始，山东省正式启动在药店
试点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14日，
记者了解到，据省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公布，德州将选取15家药店进
行试点，对药店申请试点销售婴幼
儿配方乳粉，坚持企业自愿与实施
专项许可相结合的原则。

按照要求，参加试点的药店要

符合食品流通许可规定的条件；药
店管理规范，质量管理制度健全且
能够严格落实，无因经营假冒伪劣
药品等商品被有关部门处罚的记
录；具有相应经营环境和营业面
积，具备专区专柜销售婴幼儿配方
乳粉的经营环境、条件和设施；具
有提供食品安全消费专业指导的
人员和能力；经营规模较大，服务
能力较强。

申请试点单位需要先向所在

地县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书
面申请，按照食品流通许可管理规
定的许可条件提交相关材料；县级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照法律规定
以及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知，
对申请企业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
实施专项审核许可，并对其经营条
件实施现场核查，经审查具备条件
的，报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审核；
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依照法律法
规规定以及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通知进行审核，对具备条件的核
准许可，并由所在地县级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发放食品流通许可证。各
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要向社会公
示本市试点药店名单，接受社会各
界和广大消费者监督。市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审核并公示后，报省食药
监局食品流通监管处备案、存档。

对于已取得婴幼儿配方乳粉
流通许可的试点药店监管，各市食
品安全监管部门监督其实行专柜

销售，在销售柜台、货架处显著位
置设立销售专柜提示牌，并设立专
门区域单独存放库存的婴幼儿配
方乳粉；督促药店强化进货源头把
关和经营过程控制，确保持续符合
食品经营条件，保障经营的婴幼儿
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药店专业人
员须经过婴幼儿配方乳粉相关管
理法律法规以及婴幼儿科学喂养
知识培训，具有对消费者专业指导
和帮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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