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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门整治企业扬尘污染动真格

场场区区地地面面须须硬硬化化车车辆辆要要冲冲洗洗
投资3000万

完善自行车道

质检所开展

化肥质量检测

全全市市慈慈善善捐捐款款超超过过一一亿亿元元
收支情况将向社会公布

建设区域休闲度假目的地

陵陵县县武武城城平平原原纳纳入入城城区区旅旅游游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 3月2日，记者了解到，
为全面控制扬尘污染，德州市
住建局对全市新型墙材生产
企业扬尘防治工作作出明确
规定，场区地面必须硬化、出
入车辆必须冲洗等都是考核
细节。新型墙材生产企业的扬
尘防治工作情况将作为企业
认定、复审的重要依据，并纳
入对县(市、区)年度工作考核。

部分新型墙材企业在生
产、运输、储存等环节未采取
有效的扬尘控制措施，对空气
造成污染，各县(市、区)住房城

乡建设局(建委、建设局)按照
“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制定切实有效的措
施，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此外，还明确规定各县
(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建立
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制度，定区
域、定岗位、定职责、定操作流
程，落实专人负责扬尘污染防
治工作。

对粉料仓上料口的接口
装置、物料堆放场的防尘措施
等都有明确规定：粉料仓上料
口必须采用密闭性良好的接
口装置，加强对粉料仓收尘装

置的维护保养，切实起到收尘
作用；物料堆放场采取建设密
闭或半密闭罩棚、挡风墙等永
久性防尘措施；场外临时堆存
的砂子、石子要采用防尘网和
防尘布覆盖；出入口及场区地
面必须硬化，并且有专人负责
洒水保洁，确保不产生扬尘；
出入口必须设置车辆自动冲
洗设施，出入车辆必须冲洗，
不带泥上路，冲洗车辆的污水
经过沉淀后循环使用，防治水
污染；装卸物料的操作区域必
须设置喷淋装置，确保物料在
装卸过程中不产生扬尘；设置

运载车辆专用清洗设施和砂
石分离机，污水浆通过沉淀池
沉淀处理后重复使用；运载车
辆要安装防止水泥浆撒漏的
接料装置，保持车体整洁。

各县(市、区)要在3月31日
前对所有新型墙体材料生产
企业的扬尘防治工作进行排
查摸底，形成书面报告，4月10
日之前报市墙改办。市住建局
将视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或抽
查。新型墙材生产企业的扬尘
防治工作情况将作为企业认
定、复审的重要依据，并纳入
对县(市、区)年度工作考核。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贺莹
莹) 近日，记者了解到，为满足
市民要求，增加市民休闲健身场
所，按照上级要求，经济技术开
发区公用事业局实施减河湿地
自行车道路改造工程。该工程于
2013年10月份开工，11月底完
工。2014年，还将继续实施上下
坡道等路口衔接完善工作，投资
约3000万元。

减河湿地东西两岸自行车
道路改造工程，改造范围东岸自
北橡胶坝至353省道，西岸自南
北橡胶坝之间。这是德州第一条
彩色自行车道，为市民提供了又
一集休闲、观景、锻炼于一体的
好去处。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王乐
伟 通讯员 高静) 3月2日，记
者从德州市质检所获悉，为确保
农民利益不受损害，德州市质检
所积极开展化肥质量检测服务
工作，截至目前，已化验200余个
样品。

春耕备播时节即将到来，德
州市质检所严格检验操作规程，
对农民来质检所委托的化肥样
品优先检验，对检出不合格或劣
质的化肥，第一时间通知委托
者，确保农民利益不受损害。此
外，除出具公正、科学、可靠的检
验结果外，质检所还积极宣传有
关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崔禾 ) 2月28
日，全市旅游工作会议召开，记
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德州将
围绕建设区域性休闲旅游度假
目的地这个目标，全力打造德
州旅游产业升级版。力争2014
年实现旅游总收入113亿元；国
内旅游接待人数达到2000万。

“坚持规划先导原则，策划
编制中心城区规划，将陵县西
部、武城东部、平原北部区域统
一纳入规划范围，力争上半年

完成。”德州市旅游局局长刘宗
斌介绍，争取利用3到5年时间
培育1到2家5A级景区和一批
3A、4A级特色旅游景区。

今年德州将重点推进华嬉
园、德岸漫城、齐河黄河生态旅
游文化大观园、武城四女寺风
景区、庆云渤海金山文化城等
旅游项目建设。力争泉城欧乐
堡梦幻世界、庆云宫等项目年
底前建成对游客开放。

“各县市区(管委会)要把
招大培强作为工作重点，谋划

新的旅游项目，至少要引进一
个两亿元以上的大项目。”刘宗
斌称，要积极对接京津、长三
角、珠三角，对接央企、国企和
上市企业，要加快德州中视旅
游航空文化产业城、德州赛艇
公园、东方文化大观园等重点
项目的洽谈推进力度，确保早
日签约落地。

今年将高标准建设乡村旅
游项目，发展现代观光农业，每
个县市区(管委会)至少建设一
处农业采摘园、生态庄园。全市

重点打造13个镇、20个村作为
乡村旅游示范村镇，争取列入
全省示范村镇。已有的德城南
部生态观光园、齐河昌润致中
和有机农场、禹城鳌龙生态园
等景区要进一步完善功能。

每个县市区(管委会)将至
少要新发展一处6户以上规模
化经营农家乐的村庄，全市确
保完成100户以上农家乐“双
改”工作，逐级落实“双改”扶持
资金的配套，力争乡村卫生环
境有较大改善。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郭超) 近日，记
者获悉，2013年度，全市各级
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含物折
款)1 . 056亿元，超额完成年初
计划。2013年度社会捐赠资金
审计将于下月开始，届时慈善
收支将向社会公布。

日前，德州市慈善总会
2011年和2012年社会捐赠资
金审计结果公布，2 0 1 1年和
2012年共接收捐款1679 . 7万
元，其中救助支出1267 .76万元。
2011年收入总额571 .45万元，其

中筹集善款550 .03万元，政府补
助17 . 95万元，利息收入3 . 47万
元；2012年收入总额1108 . 25万
元，其中筹集善款1100 .80万元，
政府补助3 . 82万元，利息收入
3 .63万元。

两 年 救 助 支 出 共 计
1267 . 76万元，包括“情暖万
家”支出 2 3 3 . 4 0万元，救助
1373户困难家庭；“朝阳助学”
支出156 . 60万元，赞助457名
学生及3所学校；“康复助医”
支出127 . 01万元，救助247名
重大疾病患者；“扬帆工程”

支出30 . 60万元，资助73名家
庭困难的优秀高校毕业生；

“爱心助残”支出26 . 2 6万元
用于救助福利院孤残儿童；

“情暖侨心”支出8万元用于
资助贫困侨眷；“夕阳扶老”
支出22万元用于部分优抚对
象医疗救助以及救助孤寡老
人；定向救助10个项目565 . 89
万元等。

德州市慈善总会相关负
责人称，2013年度，全市各级
慈善组织共接收捐款 (含物
折款 ) 1 . 0 5 6亿元，超额完成

年初计划。“2013年度慈善捐
赠支出中针对贫困大学生及
困难家庭的救助仍占较大比
重。”

目前全市13个县(市、区)
全部建立了慈善总会，并建立
慈善分会。在条件成熟的村(社
区)建立慈善工作站；城区市直
系统和大中企业中，共建立了
12个慈善分会、7家慈善工作
站；各级慈善信息联络员(专兼
职)990名，构建了市、县(区)、
乡(办事处)、村(社区)四级慈
善组织网络。

享受春风 3月2日，气温回升，很多市民在中心广场上放风筝，在和煦的春风中享受周末时光。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陈兰兰
通讯员 王光来 ) 2月28日，

德州市交通运输局在京台高速鲁
冀界治超检测站开展规范执法技
能大比武活动，全市交通运输监
察机构11支执法队伍300余名监
察队员参加。

本次活动由各县(市)交通运
输监察站(队)长担任评委，重点
从队伍整齐度、人员风纪面貌及
执勤动作标准程度等方面进行考
核，现场评比打分、排出名次。德
城治超检测站等9个执法单位获
得表彰。

交通系统开展

执法技能比武

本报3月2日讯 (记者 贺莹
莹) 3月2日，记者从百城价格指
数报告中获悉，2月份德州房价样
本平均价格为4968元，环比下跌
0 . 46%，进入2014年，德州房价连续
两个月下跌，但跌幅均不大。业内人
士分析称，受淡季和房贷收紧影响，
价格小幅下跌是正常表现。每年农
历新年都是全年新房成交量的“最
低谷”，低成交量不足为奇。

从目前德州房价来看，降价
并没有实质性体现。德州一楼盘
的销售经理称，“与周边城市济
南、泰安相比，德州的房价一直处
于比较合理的位置，如果再降价，
市场可能真的没有可操作空间
了，受降价潮影响的城市的楼价
偏高，适当降价促销也不会影响
太大，德州不太会受到降价潮的
影响。”

2月房价

环比下跌0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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