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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家家技技校校招招生生年年年年““吃吃不不饱饱””
每年6000学生远远供不应求

夏津>>

公路防治虫害

5月6日至7日学考补报名 民营企业主导进出口贸易

数数字字电电影影覆覆盖盖十十个个县县市市
仍存在市场客源不足等问题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李
榕 ) 20日，记者了解到，尽管
技校生就业“火爆”，但受传统
观念、招生政策等影响，技工院
校招生“吃不饱”。以武城县为
例，武城每年约有2000余名初
中生毕业，但最终流入技工院
校的不足5%。

“一个学历不高的高级技
工月薪至少可拿4000元，而一
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月薪基
本在2000元左右。”德州汽摩
学院学生余松涛2008年毕业
于四川大学电子商务专业，
2010年在德州汽摩学院“回
炉”学习，并最终在一家日企

的天津分公司谋到一份高薪
工作，求职难是他选择技校的
主要原因。

“近年来，技能型工人非常
吃香，我们的毕业生都是供不
应求，一般还没毕业就被企业
提前预定了。”德州市新星技工
学校招生就业处寇老师称，专
科学生学习时间为3年，但往往
提前一年就有很多企业来校签
订订单协议。“就业率每年保持
在96%以上，这些还不包括自
主就业的，但招生却年年遭遇

‘吃不饱’，甚至学校老师都得
奔赴全国各地去招生。”

“武城每年约有2000余名

初中生毕业，但最终流入技工
院校的不足5%。”武城县技工
学校招生就业办一老师称，现
在学校招收的生源主要来自
学校周边的学生及远郊区县
的学生，虽然学校拥有高就业
率，但面临着与大部分职业学
校相同的问题。“以烹饪专业
为例，每年就业率达到100%，
工资平均在 3000- 4000元左
右，今年计划招生40余人，但
目前还有20余个名额没有完
成，情况算是近几年比较乐观
的。”德州走四方技工学校招
生就业处一老师说。

“ 受 传 统 观 念 、招 生 政

策、技工学校本身硬件条件限
制等影响，技工院校招生‘吃
不饱’。”德州市人社局职业
能力建设科一工作人员称，目
前全市共有14家技工学校，实
际每年招生共计6000人左右，
远远满足不了招生需求。“针
对职工院校招生难问题，目前
全市实行双证互通，并建立和
普通高中统一的招生平台，下
一步市里还将统一建立高规
格的公共实训基地，提高职工
院校学生动手操作能力，让技
能型人才享受充分的职业发
展空间，职业教育才能步入良
性发展轨道。”

经济技术开发区>>

禁止乱搭乱建

乐陵>>

创星级卫生中心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王明婧 ) 近日，记者在教育
部门获悉，因部分考生信息不
全未能成功报名，5月6日至7
日进行补报名。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因信息
不全等原因未能成功报名2014
年6月份全省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为让考生顺利参加考
试，5月6日至7日进行补报名。
据悉，部分考生因报名库里无
照片信息而无法报名，考生需
将照片于4月25日前上传至山
东省基础教育管理平台。

在补报名期间，报错科目
未缴费的可由学校管理员修

改报错的科目，已成功缴费的
不能再进行修改；信息技术未
选模块或选错模块的情况，未
缴费的可以由学校管理员进
行模块修改，已成功缴费的需
要德州市招考办于4月29日前
上报《2014年6月普通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更正信息技术模
块考生名单》。外语语种错误
报名的需要更正外语语种。

2010级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外语成绩合格但需要
听力成绩的考生也可通过本
次补报名的机会进行报名。补
报名时间为5月6日至7日，网
上缴费时间为5月8日至9日。

莫折枝 近日市区槐花开放，有的市民为采槐花折断树枝。20日，岔河河岸上，有人在采摘槐花。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陈兰兰
通讯员 崔建民) 近日，夏津公

路局巡查人员发现境内省道315线
北段公路两侧的国槐、杨树上爬满
了杨尺蠖虫害，公路局及时开展绿
化病虫害防治工作，防治工作已基
本完成。

为保证防治效果，针对当前虫
害幼虫时期易彻底灭杀的特点，本
着“治早，治小，治了”的原则，该局
工作人员采取人机结合方式，对已
造成虫害的路树集中喷洒聚酯类
药物，并加强现场检查频率，确保
灭杀效果。公路局还成立病虫害防
治小组，落实任务，明确分工，责任
到人，加强对其他路线巡查，密切
监控虫情，尽最大努力控制杨尺蠖
病虫害发生范围。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朱运军) 近日，德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袁桥镇人民政府在辖区
各村村委会张贴了《关于加强土地
管理禁止乱搭乱建的通告》，并加大
土地执法监察力度，坚决遏制辖区
内乱搭乱建现象的发生。

袁桥镇政府要求各村委会切实
履行好监管责任，及时制止违法违规
行为，对制止不力的追究村委会主要
负责人的责任。即日起，凡属违法建
设的，违法责任人要自接到《限期拆
除通知书》之日起7日内必须自行无
偿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强制拆
除。为了确保整治效果，镇政府设立
了4部违法线索举报电话，对经查证
情况属实的给予500-1000元的奖励。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王乐伟)
20日，记者了解到，乐陵市卫生局着
力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积极开展星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创建工作。

乐陵市卫生局狠抓人员培训，通
过参加全国执业资格考试、在职进
修、脱产培训、大医院专家带教等方
式，对上岗人员全面开展医学转型教
育和全员培训工作。另外，乐陵市卫
生局通过业务指导、技术和设备支
持、人才培养等方式对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站)进行对口支援。通过专家进
社区开展医疗、健康教育、会诊、人员
培训等活动，提高了社区常见病、多
发病的医疗诊治水平，进一步增强了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

临邑>>

设廉政风险预警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林伟 高德刚 ) 今年以
来，临邑县以加强廉政风险预警防
控为重点，建立了预警信息数据
库，设立了预警信息采集点。截至
目前，共建立预警信息采集点478

个，全面采集各类信息121条，实施
有效预警25人次。

据悉，临邑县建立预警信息数
据库，设立县、乡、社区三级预警信
息采集点，每个采集点配备1到2名
廉政风险信息员，通过以向社会发
放预警信息基础数据采集表等形
式，直接采集社情民意涉及的廉政
风险信息。

本报4月20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刘伟 ) 20
日，记者从德州市海关获悉，
2014年一季度德州市进出口
60 .4亿元人民币，在全省17个
地市中居第13位，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同)增长26 .2%，增幅居
全省第3位。其中出口29亿元，
增长4 .1%，增幅排名第11；进
口31 .4亿元，增长56 .8%，增幅
连续6个月蝉联冠军。在进出
口贸易中，民营企业占据主导
地位。

在进出口贸易中，民营企业
主导进出口，增幅显著。一季度，
德州市民营企业进出口45.7亿

元，增长41.4%，占76.6%；其中出
口18亿元，增长8.1%，进口27.7亿
元，增长77%。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9.5亿元，下降0.8%，占15.9%。
国有企业进出口4.5亿元，增长
17.3%，占7.5%。

德州市各县市区进出口
总值有10个呈现增长态势，除
齐河县、德城区和庆云县外，
其余县市区对外贸易值均实
现增长。其中临邑县、乐陵市
和武城县增长迅猛，齐河县、
德城区和庆云县呈下行态势。
机电产品、纺织纱线(包括织物
及制品)和蛋白类物质为前三
名主要出口商品。

县域快讯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董
传同) 想看高质量电影，去趟
县城就能解决。记者从相关部
门了解到，目前德州的10个县
(市 )全部建成了城市数字影
院，已开门营业的有8家。

“过年回家去县城看电影，
没想到还得排队。”禹城的陈女
士说，县城的影院建成不久，但
很快引来大家关注，家里人提
议看电影，他们就一起去了，没
想到一个县城的影院还要排
队。城区一家影院的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档，电影

市场井喷，县城里的不少影院
都排起了队伍。

德州市文广新局的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全市十个县(市)
均建成了城市数字影院，已开
门营业的有8家，临邑和陵县已
经建成，但还未正式营业。德州
城区建成营业的有大地、鲁信、
万达、世纪4家城市数字影院，
均衡分布在德州城区的东、西、
南、中部。

各县级城市影院受居民消
费水平限制，客源不足，经济效
益明显落后德州市城区各数字

影院，差距较大。这位工作人员
说，县城电影院的票价一般定
在二三十元的水平，电影院的
利润空间也不大。电影院的经
营状况直接跟当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相关。

德州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总
经理焦鹏告诉记者，县里影院
的建设模式是多样的，现在允
许各类资本参与建设影院。各
地影院选择加入了不同的电影
院线，经营方法和管理制度上
上会有一定的区别。

和德州城区影院建设经营

完全市场化运作不同，县级电
影院的建设受到政策和资金的
扶持。根据省里的文件，县级数
字影院，一类影院每座补贴20
万元，二类影院每座补贴15万
元，目前资金正在落实中。2013
年省里下文扶持100家县级城
市数字影院，主要用于影院更
新放映器材、改善放映条件。按
照省里的指标，德州有两家由
省财政扶持，每家扶持30万元，
德州市财政扶持5家，每家扶持
25万元，补助资金当年已全部
拨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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