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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乐高速预计年底全程通车

停停车车区区服服务务区区九九成成已已完完工工

2014年陵县联社通过强
化三大举措，全面提升审计效
能。一是抓实“三会”。将审前
动员会、审中分析会、审后反
馈会贯穿于审计项目实施全
过程，针对问题和原因分析突
出整改导向，切实达到了查深
查透和边审边纠的效果。二是
抓实“三效”。立足审计问题整
改，着力抓好“素质强效、提质
增效、善制长效”三效工作法，
在召开审计进点会、征求意见
会及现场审计过程中，加强沟
通提高整改认同感。三是抓好

“互动”。鼓励业务条线根据管
理需要提出审计需求，充分掌
握开展审计项目的主动性，为
审计工作营造了良好的内部
环境。

(任秋云 孙跃芬)

陵县联社三大举措

提升审计效能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刘敏) 12日，记者从乐陵
市相关部门了解到，济乐高速乐陵
段目前路基、路面工程已全部完成，
正在进行绿化、护栏、两侧排水沟等
附属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将实现全
程通车，乐陵到达省会济南将缩短
至1个小时。

12日，记者在济乐高速乐陵段
施工现场了解到，济乐高速乐陵段
设立了南、中、北三个出入口，出入
口道路已经铺设好柏油路面，工人
们正在加紧绿化、护栏等交通附属
设施的施工建设。乐陵市公路局相
关工作人员称，济乐高速乐陵段设
有1个停车区(郑店镇德辛庄村西
北)、1个服务区(省道314北2公里

处)、4个收费站(分别在三个出入口
处和鲁冀交界处)。目前，停车区、服
务区已建设完成90%，正在进行院内
混凝土预制，几个收费站正在安装
收费亭。

此外，乐陵段路基、路面工程已
全部完成，正在进行绿化坡面防护、
护栏安装、两侧排水沟等附属工程。

“济乐高速乐陵段2011年5月中
旬开工建设，目前工人正在加紧工
期进行收尾修整，预计今年年底实
现全程通车。”该工作人员称，工程通
车后，将使乐陵到北京、上海、济南等
地的行车时间大大缩短，到达省会济
南的行车时间将由目前走省道的两
个多小时缩短至1个小时，并将极大
地改善德州市的通行环境，为社会经

济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济乐高速路起于乐陵

市霍家寨与河北省交界处，经乐陵
市、商河县、临邑县、济阳县，止于济
阳县崔寨西与青银高速相接。主线
全长115公里，线路主线按双向6车
道设计，设计行车时速120公里。其
中，乐陵段长41 . 4公里，途径乐陵黄
夹镇、西段乡、丁坞镇、孔镇、杨安
镇、郑店镇6个乡镇65个村，设立了
南、中、北三个出入口，并与德滨高
速、德龙烟铁路交汇互通。乐陵市境
内高速公路、铁路总里程近80公里，
共征占土地7458亩。乐陵通过积极
宣传发动、公开及时透明补偿、市乡
村协调配合等举措，确保了快速、无
动荡征占。

本报1 1月1 2日讯
(记者 王明婧 通讯
员 汤树静 ) 据德州
市物价局监测显示，十
月份主要粮油副食品平
均价格稳中有涨，但低
于去年同期水平。五花
肉农贸市场平均每斤
10 . 81元，较上月有所下
成。与猪肉价形成对比
的是，牛肉连续三个月
上涨。

随着玉米和小麦的
整体下滑，猪饲料价格
也下滑，生猪价格持续
走低。十月份五花肉农
贸市场均价 1 0 . 8 1元，
超市均价12元，均比上
月和去年同期有所下
降。业内人士分析，目

前虽然已进入传统的
猪肉消费旺季，但终端
市场尚未出现明显回
暖 ，近 期 也 没 有 节 假
日，短期内难以刺激猪
肉价格上涨。而随着消
费旺季到来，猪肉价格
普遍看涨，预计下降空
间有限。

目前牛肉农贸市场
均价28 . 77元，超市均价
30 . 54元，较上月涨幅不
大，较去年同期上涨3%

左右。虽然涨幅较小，但
牛肉已经是连续三个月
上涨，当前进入牛肉销
售旺季，加之肉牛生长
周期较长，供应量难以
跟上，牛肉价格仍有一
定的上涨空间。

本报1 1月1 2日讯
(记者 杜彩霞 通讯
员 孙艳) 12日，记者
从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
局了解到，自8日起治安
大队对辖区内废品收购
站进行突击检查，发现
隐患21处，取缔1家无证
废品回收站。

为全面掌握辖区废
旧收购行业动态，有效
维护APEC会议期间辖
区社会治安秩序，自11

月8日，德州市公安局德

城分局组织专门警力到
辖区废品收购点开展突
击检查。

截至目前，共检查
废品收购站14家，发现
隐患21处。据介绍，废品
回收站隐患主要存在的
是缺少消防栓、有废纸
无水等问题。此次突击
检查，整改17处，下发责
令改正通知书12份，其中
1家存在严重消防隐患
且无证的废品收购站目
前已被取缔。

本报11月12日讯 (记
者 李榕 ) 11月12日，

“幸福德州·诚信企业”德
州市企业形象集中展示
活动启动，华鲁恒升等企
业被授予全市首批“优秀
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称号。据悉，此次集中展
示活动至11月30日结束，
期间德州将开展10项相关
活动。

据了解，按照全省“厚
道鲁商”倡树行动和全市
企业文化形象塑造工程意
见要求，市委宣传部、市委
组织部、市经信委、市总工

会等部门决定，今年11月
举办以“幸福德州·诚信企
业”为主题的企业形象集
中展示活动，将打造“优秀
企业文化建设示范基地”
和“企业诚信建设示范基
地”，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
重点，展示企业文化建设
的新成果。

此次集中展示活动至
11月30日结束，期间德州
将开展“德州市企业文化
建设成果展览”、“德州市

‘在企业、在一线、在现场’
转型升级话企业宣传报道
活动”等10项活动。

本报11月12日讯(记
者 贺莹莹) 根据住房
城乡建设部统一安排，
今年7月下发了《关于开
展“美丽乡镇、宜居村
庄”示范工作的通知》。
12日，记者了解到，德州
市武城县四女寺镇入选
首批省级宜居小镇名
单，德州市临邑县林子
镇弭家村入选首批省级
宜居村庄名单。

据了解，各市按通
知要求，共推荐上报了

85个镇和92个村庄。德
州市武城县四女寺镇、
德州市临邑县林子镇弭
家村入选，在专家评审
和考察的基础上，经厅
长办公会议研究，将名
称改为“宜居小镇、宜居
村庄”，拟命名济南市历
城区西营镇等17个镇、
淄博市临淄区双杨镇臧
梓村等17个村庄为山东
省第一批“宜居小镇、宜
居村庄”，公示期至11月
19日。

上月猪肉价同比降一成

本报11月12日讯(记
者 王乐伟 通讯员
胡化念) 12日，德州市
启动打击食品安全违
法 犯 罪“ 百 日 行 动 ”，
重 点 打 击 涉 及 肉 制
品 、豆 制 品 、调 味 品 、
酒类、火锅食品、蜂产
品、水产品、桶装饮用
水等8类产品的违法犯
罪行为。

据德州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介
绍，本次行动重点打击
涉及肉制品、豆制品、调

味品、酒类、火锅食品、
蜂产品、水产品、桶装饮
用水等8类产品的违法
犯罪行为。

据介绍，使用病死、
死因不 明 或 者 检 验 检
疫不合格的畜、禽、兽
等制售生鲜 (熟 )肉制
品，制售假劣生鲜(熟)
肉制品，饲喂、注射“瘦
肉精”以及非法注水的
有毒有害生鲜肉，非法
屠宰并制售未经检验
检疫生鲜猪肉是重点
打击内容之一。

一无证废品收购站被取缔

两村镇入选省宜居名单企业形象集中展示启动 百日严打食品违法行为

近期，市区内出现了多家手撕面包连锁店，受到市民的追捧。11日，在三八路上的一家
手撕面包店前排满等待选购的市民，将非机动车道占满。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追捧

本报11月12日讯 (记
者 刘振) 近日，德州市
科技局就全市科技、金
融、产业融合创新有关工
作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
共涉及75个项目，覆盖了
农副产品(食品)加工、装备
制造、绿色化工等领域。今
后德州市科技局将以科
技、金融、产业融合创新为
主线，做到“四个持续推
动”和“八个新突破”。

“持续推进科技园区
建设，确保德州应用技术
研究院明年年底前一期
主体工程竣工，高新区明
年上半年第一批成功晋

升国家级，每个县市区都
要建成一处科技企业孵
化器、一个公共科技研发
平台、一个公共科技检测
平台、一个公共科技服务
平台。”德州市科技局工
作人员介绍。

据悉，德州科技局将
在科技基金设立上实现
新突破，设立科技成果转
化引导基金、科技担保基
金、科技产业基金，全市
科技基金总数达到20支
以上，规模达到10亿元以
上。在推动知识产权工作
取得新突破，争创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城市。

明年高新区晋升国家级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
员 杜敏 ) 12日，记
者从德州市疾控中心
获悉，为进一步加强健
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
作，推广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增强群众卫生防
病意识，德州启动了

“百家健康家庭”评选
活动。

此次活动评选标
准依据《山东省健康家
庭评价标准》(试行)，
评选范围为全市符合
健康家庭标准要求的
所有家庭，各县市区采

取社区(村)组织、自愿
申报、社区(村)推荐、
县市区评选等方式开
展健康家庭评选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
由市卫生计生委、市妇
联、市爱卫办牵头，由
市疾控中心健康教育
所具体承办，活动目的
是倡导科学、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营造

“家家崇尚健康，人人
享有健康”的社会氛
围，动员广大的居民为
建设幸福德州贡献智
慧和力量。

百家健康家庭评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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