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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城中事

城城区区人人均均住住房房超超过过3333平平方方米米
两成居民拥有两套甚至更多住房

第四供水厂

快开始用了

三成农民工

从事建筑业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李元欣) 23日，国家统

计局德州调查队的数据显示，2013
年德州人均住房面积33 . 38平方
米，一半多城市居民住上了二居室，
市区城市居民住户房屋市场估价户
均为34 . 32万元。

2013年德州市人均住房面积
33 . 38平方米，超九成的家庭拥有
自主产权。调查显示，2013年德州市

城市居民商品房拥有率为4 7%，
96%的家庭拥有自有房，购买商品
房和经济适用房的趋势逐年上升，
住房私有化程度不断提高，两成居
民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

近年德州市住房类型发生了较
大的改变，高层、小高层等建筑小区
发展势头迅猛，城市综合体不断涌
现，二居室和三居室成为主流户型。
2013年，五成以上居民住房为二居

室，三成以上居民拥有三居室，且住
房以90年代新建住房为主，大多采
用钢筋混凝土及新式框架结构，住
房质量不断提高。住宅装修也逐渐
受重视，2013年，德州市城市居民户
均装修花费10359 . 8元。

另外，城市居民对住房的要求
由解困房向舒适配套升级转型，对
住房的功能要求更加细化。去年城
市家庭全部独用自来水，九成多城

市居民使用自来水、管道天然气，家
中有厕所有浴室。住房内取暖设施
不断优化，96%的家庭使用暖气，没
有取暖设备的只占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购房、
租房的市场价格也在节节攀升。据
调查数据显示，按当前市场价值对
现住房进行估价，市区城市居民住
户房屋市场估价户均为34 . 32万
元，比上年增长18%。

但目前德州市房价较高，收
入存在差异，不利于居民家庭住
房的改善。此外，由于管理体制不
健全，物业与业主时有摩擦，也为
居民生活带来不便。国家统计局
德州调查队的工作人员建议，通
过加大经济适用房的投入，进一
步完善租房制度，提高住房管理
水平等方式，进一步改善居民家
庭的居住质量。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
员 高静) 23日，国家统计局德州调查队
数据显示，德州市农民工非农劳动力就业
率达43 . 42%，农民工外出地区集中在县外
省内，多由亲朋好友介绍或自发外出打
工，三成以上农民工从事建筑业。

调查显示，七成多外出农民工务工
地点集中在县外省内，九成以上农民工
由亲朋好友介绍或自发外出打工，需要
进一步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有针对性
的对农民工就业提供免费政策咨询、就
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还需要进
一步加强。

在外出农民工中，三成以上农民工
从事建筑业，两成以上从事制造业，从调
查数据看，农民工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呈
不断递增的趋势。据统计，2013年外出务
工人员月收入集中在3000元—5000元之
间，本地非农务工人员月收入在2000元-
3000元。

新年伊始，禹城农
商银行以“送信用、送资
金、送电子银行产品”为
纽带，全力推进“春天行
动”。狠抓资金组织工
作，开展“向农商行献
礼”竞赛活动，深挖员工
揽储潜能，对财政资金
和事业单位、优质股东
存款，由行领导协调公
关，同时加大“农信银”
业务宣传力度，为外出
务工人员提供安全便捷
的支付结算通道，积极
吸收春节返乡人员资
金，为加大信贷投放奠

定坚实基础。以“末端金
融体系建设暨金融服务
进万家”活动为主线，开
展集中信用评定和“扫
街、扫村庄”式营销，加
大对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产
业化龙头等新型经营
主体的支持力度，带动
农民群众发家致富。截
至 1月 2 0日，该行各项
存、贷款余额已达52 . 99
亿元和39 . 46亿元，分别
较年初增长2 . 79亿元和
1 . 67亿元，呈现良好发
展势头。 (季海)

禹城农商行

全力推进“春天行动”

1月22日，禹城农商行举
办廉政书画大赛，广大干部员
工积极参与，共有25幅以廉政
为主题的书画作品进入决赛。
为确保评选公开、公平、公正，
特邀请禹城市书画院专家进
行现场评选，最终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和
优秀奖4名。评选结束后，各位
名家创作了多幅廉政主题的
书画作品，将此次大赛推向高
潮。通过此次活动的开展，进
一步增强了全员廉洁从业意
识，陶冶了情操，筑牢合规操
作的思想防线。

(崔珠礼 初永欣)

禹城农商行

举办廉政书画大赛

春节临近，禹城农
商行领导班子分头到
困难职工、退休职工和
老党员家中开展走访
慰问，为他们送去慰问
金和食用油、大米等慰
问品，提前送去了新春
的祝福。每到一处，慰
问组一行都详细了解
他们家庭的基本情况，
叮嘱他们有困难及时
向党组织反映，将尽最
大努力帮扶解决。此次
慰问活动，在这个寒冬
里释放出了温暖的感
动。(张红艳 张轶伦)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公布
后，禹城农商行组织人员进行梳
理学习，对照“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
系”等要点，积极调整信贷思路，
把握贷款新需求、新变化。一是
加大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等
新型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二
是结合城填化、社区化建设中
产生的消费资金需求，大力拓
展“农民住房贷款”等多种消费
贷款业务。三是加快创新步伐，
尽快开办农村土地流转收益和
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支持
现代农业建设。 (季海)

禹城农商行

开展走访活动

禹城农商行贯彻

加大信贷支农力度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刘朝峰) 23
日，记者从德州市中小企业局
获悉，2014年，力争新增2 . 5万
户个体经营业户，继续实行担
保机构月报、季报制度，监测
担保机构运行状况，确保全市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运转
良好，争取年内全市中小企业
综合信用信息数据库入库企
业达到1000家。

据了解，今年力争新增个
体经营业户2 . 5万户，同比增
长16%；新增小微企业10000
家，增长17%；小微企业提升
为规模以上企业200家；规模
以 上 中 小 企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18%，主营业务收入增长20%。

“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
以全市规模以上企业主要负

责人为培训主体，重点解决企
业家思想认识问题、基础素质
问题，是促进企业创新、创优，
加快发展最基础、最关键的举
措。2014年，全市将组织系列
培训60余场次，培训企业主要
领导人2万余人次。

积极推进中小企业综合
信用体系建设工作，重点抓好
市级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
库建设，筛选一批无抽逃注册
资本金，无假冒伪劣产品，无
逃税、漏税记录，无违法犯罪
前科，银行信用良好的企业，
建立德州市中小企业综合信
用信息数据库，每个县 (市、
区)推荐信用企业50家，争取
年内全市中小企业综合信用
信 息 数 据 库 入 库 企 业 达 到
1000家。

年内新增2 . 5万个体户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井俊顺) 23
日，记者从德州市安监局获
悉，截至去年12月底，全市共
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204
起 ，死 亡 1 0 0 人 ，同 比 下 降
5 . 99%和4 . 76%，均在省政府
下达控制指标范围内。未发生
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

2013年，安全生产大检
查、长输油气、城镇燃气及化
工企业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
(线)专项整治、液氨使用单位
集中治理及道路交通、消防、住
建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等多项
活动，严格落实“全覆盖、零容
忍、严执法”要求，扎实开展企
业自查、行业检查、政府督查。
同时，严格落实重大节日、重
要时期24小时值日值班制度，

实行安全生产信息零报告制
度。全市共组织督查组704个，
检查企事业单位和场所5252
家(次)，关闭取缔非法违法生产
经营企业26家，排查整治各类
安全隐患2 . 09万余项。跟踪落
实省级挂牌督办隐患5处。

截至目前，全市共有18家
危化品生产企业、30家烟花爆
竹生产、批发企业、297家工贸
领域规模以上和重点企业及
小微企业达到三级及以上安
全标准化。同时，着力提升应
急救援能力。依法设立的危险
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
单位全部完成应急预案审查
备案工作。全市生产经营单位
共开展应急演练211次，参演
人数达3万余人。19家单位被
确认为市级应急管理示范点。

去年安全事故死亡100人

1月23日，在东风路岔河桥上，施工人员正在搭建护栏，不少骑车的市民穿过围挡抢先通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见缝就抢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贺莹莹) 23

日，记者了解到，目前丁东水库向第四水
厂供水的管道工程已完工，已具备水库
向四水厂输水的条件，公用事业局负责
的高铁新区已经累计敷设供水管网84 . 8

公里，并作为四水厂的配套管网。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市仅靠第三水

厂供应城区，全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虽
然近些年全市也实施了紧急输水线路的
修建，但是高铁新区不断扩大，三水厂供
水压力不断增加，而这次全市在德州经
济开发区抬头寺镇吴寨村建起的第四净
水厂，日供水量将达到11万平方米，从丁
东水库送水之后可以解决高铁新区城市
居民生活用水及部分工业用水。

记者了解到，根据计划，第四净水厂
将在三四月份竣工，竣工后，全市将形成
高铁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城区和运
河经济开发区四区联网，实现三水厂和
四水厂同时供水，一旦某个水厂出现紧
急情况，另一个水厂就可以同时照顾到
其他地方的供水，对整个市区的供水安
全起到了双重保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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