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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存粮食

加身份证

每年18万人次到图书馆看书

纸纸质质书书籍籍仍仍是是阅阅读读主主载载体体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李榕 ) 19日，记者从德州市
图书馆了解到，近几年图书馆
每年接待18万人次左右，读者
人群呈逐年上升趋势，虽然互
联网碎片化阅读已逐步占领
90后的空闲时光，但纸质书仍
是大众阅读主载体，每年大概
花10万元来购买纸质书籍。

“虽然电子书、网上阅读
越来越多地充斥在人们的生
活中，但这只能说明阅读的途
径与方式更多元化了，实际上
来图书馆阅读的人群不减反

增，纸质书仍是大众阅读主载
体。”德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
王鹏介绍，德州市图书馆自成
立以来见证了德州读者的变
迁，从最初的一年不到一万人
次，到如今的平均每年18万人
次左右，整体来看，德州的读
者人群是呈上升趋势，并在近
两年达到一个稳定值。

记者了解到，近三年来市
图书馆的读者流通人次，2012
年为18万人次，2013年为20万
人次，2014年截至目前为14万
人次。“老图书馆和新城分馆

平均每天达到200-300人次，
周末和节假日读者更多，仅今
年国庆七天读者流通人次为
7000多。”德州市图书馆副馆
长张海燕说。

据了解，老图书馆和新城
分馆的书籍种类主要包括纸
质图书、报刊杂志、电子类图
书等，其中纸质书籍15万余
册，网络图书馆共200多万种。

“阅读纸质书籍的以实用性、
娱乐性为主，阅读人群比较宽
泛；而阅读电子书的以学术
性、资料性为主，阅读人群以

90后为主。”张海燕坦言，因资
金受限，纸质书籍目前仍面临
更新频率低、更新数量少等问
题。为进一步方便读者阅读，
近日德州市图书馆电子书数
据库扩充增加了30余万种电
子图书，包括哲学宗教、社会
科学总论、政治、法律、军事、
经济等22大类。

目前，德州市共有齐河县
图书馆、平原县图书馆、禹城
市图书馆和陵县图书馆4个县
级一级图书馆，德州市图书馆
被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徐良
通讯员 王成君) 近日，德州市启
动国家库存粮食识别代码试点工作，
粮库里的每一粒粮食都有了自己的

“身份证”，根据识别代码可查询粮食
流转信息和产地，对粮食安全起到保
障作用。

为推进“粮安工程”和“智慧粮
食”建设，按照国家、省关于加快粮食
系统信息化建设的统一部署，德州市
近日正式启动库存粮食识别代码试
点工作。库存粮食识别代码是指以货
位为基本单位，记录粮食从收购入库
并形成稳定货位进入仓储环节，直至
出库进入加工环节的流通情况，并关
联丰富信息的唯一标识。识别码可关
联到所有与库存管理有关的各类信
息，进而为粮食库存监管、宏观调控、
仓储管理、企业经营管理等业务提供
信息支持。

“从粮食代码上，能看到粮食从
收获经过了哪些单位，粮食的性质、
质量、产地和年限，为流转企业和消
费企业，提供一个质量和产地的追
溯。”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粮食“身份
证”对粮食安全起到保障作用。

加强监控

重点传染病

乐陵争取21个

到位资金项目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李榕 ) 19日，记者从德州市
民政局了解到，为加快形成政
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
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德州将
在市管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中开展社会组织评估
工作，评估工作分期分批进
行，首批评估涉及160家，3A
以上可获奖励。

此次评估对象即，凡2011
年12月31日前在市民政局登
记成立，2012年度和2013年
度年检合格的市管社会组
织均可申请参加评估。未获

得2013年年度检查结论的；
2 0 1 3年年度检查结论为不
合格或者2012年度、2013年
度连续2年年检结论为基本
合格的；2013年度受到有关
政府部门行政处罚或行政
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正在
被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
关立案调查的等四种类型
均不予评估。

“按照组织类型的不同实
行分类评估。”德州市民政局
工作人员称，社会团体将实行
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基础
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以

及社会评价四个方面。民办非
企业单位实行规范化建设评
估，评估内容包括基础条件、
内部治理、业务活动、自律诚
信建设情况以及社会评价五
个方面。

“将组成评估委员会，负
责组织协调社会组织评估工
作、选聘评估机构、对评估结
果进行评审并确定等级，整个
评估不向评估对象收取任何
费用。”该工作人员介绍，社会
组织评估结果设置5个等级，
依次为5A级、4A级、3A级、2A
级、1A级。评估等级有效期为

5年。
据了解，评估结果与年检

挂钩，获得3A评估等级的社
会组织，可免予年检1年；获得
4A(含4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
会组织，可免予年检2年。今后
凡推荐参与评选先进社会组
织的，必须获得3A(含3A)以
上评估等级；获得4A(含4A)
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优
先推荐参加各种评比、宣传、
推介活动。获得3A(含3A)以
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承
接政府委托事项，享有政府购
买服务的资格。

160家社会组织启动等级评估

达达到到““33AA””即即可可免免检检一一年年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李榕) 近日，山东省第十

一届“文艺精品工程”表彰大
会在济南召开，德州市委宣
传部荣获组织工作奖，申报
的戏剧《东方朔》、广播剧《信
念》、歌曲《邻居》、图书《兵出
渤海湾》四件作品获得优秀
作品奖。

本次参评作品需符合电
影(含微电影)必须在省内外
市地级以上(含市地级)院线
影院放映并有较好票房效
益；电视剧(包括动漫故事
片、艺术类专题片)必须在省
内外市地级以上(含市地级)

电视台播出 ;戏剧必须在省
内外演出20场以上，广播剧
必须在省内外市地级以上
(含市地级)广播电台播出 ;
歌曲必须在省内外市地级以
上(含市地级)广播电台、电
视台播放等。

同时，将尽快研究出台
德州市“文艺精品工程”重
点作品组织化生产的相关
实施办法，以调动社会各界
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创作生产出更
多原创优秀文艺作品，进一
步推动德州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

四作品入围文艺精品

本报10月19日讯 (记者
杜彩霞 通讯员 孙磊)

近日，德城二屯公安检查站民
警在滨德高速鲁冀公安检查
站例行盘查时，查获两辆非法
运输烟花爆竹的车辆。

当日21时许，民警在例
行检查时，一辆货车想冲过
卡口拒绝检查。二屯公安检
查站站长朱振刚说，车主刘
某下车后张口就说让民警

“照顾照顾”，打开车厢后竟
是满满的烟花爆竹。

据刘某交代，其后还有
一辆货车也是装载的烟花爆
竹。两辆车主没有任何运输

手续。记者看到，据产品外包
装说明，刘某的车辆运载
2000多箱烟花爆竹，总火药
量约1000公斤，涉案价值6万
余元，另一辆车共有烟花爆
竹1800余箱，据产品外包装
说明，总火药量约900公斤，
涉案价值6万余元。

据了解，刘某与另一车
主史某从庆云运往邯郸运费
约1800元，而使用防爆车，运
输价格约为8000元一车。刘
某交代，这是为春节期间烟
花爆竹备货。目前，庆云的生
产厂家已被传唤，案件正在
进一步处理当中。

查扣4000箱烟花爆竹

10月19日，经过一场秋雨，市区部分树木叶子几近落光，有市民抽空清扫落叶。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雨打落叶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王立友) 日前，省卫计

委组织召开2014年秋冬季重点传染
病防控暨爱国卫生工作视频会议，随
后，德州市召开了全市2014年秋冬季
节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会议，安排部
署2014年秋冬季节传染病防控工作。

据了解，德州市疾控中心采取不
定期巡回指导及定期督导检查相结
合的方式，开展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及
学校等传染病易发场所传染病预防
控制督导检查；规范医疗机构疾病诊
断、报告、处置等相关程序，强化医务
人员首诊负责制，杜绝传染病漏报与
错报现象发生；强化落实学校、幼儿
园预防性消毒、环境整治、饮食饮水
安全、接种证查验与疫苗补种等措
施。为在校中小学生进行预防性健康
体检，逐一建立健康档案。另外，德州
市疾控中心将加强流感、肺炎、流行
性腮腺炎等秋冬季传染病疫苗接种，
构筑防病免疫屏障，预防相应呼吸道
传染病的发生流行。

本报10月1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王学超) 19日，记者从乐陵
市发改局获悉，今年前三季度，全局
共争取到位资金项目21个，落实上级
无偿资金1 . 09亿元，争取资金和项目
个数均名居德州市各县市区前列。

按项目类别分，有投资、环资、农
经、社会事业、配额、工业和服务业等
7大类。其中，投资类涉及的千亩湿地
生态修复项目、丁坞水库建设第一批
资金、经济开发区西二环路建设等共
3570万元，农经类涉及千亿斤粮食、
农村饮水安全、农村饮水安全水质检
测中心建设等共计1119万元；配额类
涉及山东华乐新材料有限公司棉花
配额7000吨折人民币合共2800万元
等。争取到上述无偿资金项目，带动
了乐陵近18亿元的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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