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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健身设施将覆盖城乡

人人均均体体育育场场地地面面积积超超11 .. 55平平方方
一起告别单身吧
共同寻找另一半

蛋价达历史新高

均价每斤4 . 74元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明婧)
11月23日和11月30日，本报与绿城百合
花园、德州市婚嫁网联合主办“让我们吹
响单身集结号”相亲大会。欢迎拨打0534
-6089999或2600000报名，让我们告别单
身，共同寻找另一半！

自2011年来，本报连续多次举办三
月三、七月七公益相亲大会。我们会为每
位报名的单身男女免费制作个人展板，
悬挂在活动现场，我们还增加了“八分钟
约会”的环节，现场有奖互动游戏及俊男
靓女带来的节目，增加双方了解程度，最
大限度提高牵手率。现场活动时间定在11

月23日和11月30日两天。23日，专业摄影师
会免费为大家拍摄笑脸，30日您就可以在
绿城百合花园的笑脸墙上看到自己的微
笑，并免费获得照片。

本次相亲大会与以往一样，全程免
费。您可以拨打0534-6089999或2600000进
行报名，也可以持本人或家人的身份信
息相关证件现场报名，报名地址为德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天衢东路1161号绿城百
合花园；您也可以进入QQ相亲群(群号
181605318)下载报名表，填写完成后发给
管理员；或搜索“齐鲁晚报德州网”

（dezhou.qlwb.com)进行网上报名。您也可
以关注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微信(q lwb-
jrdz)进行留言，多种报名方式任您选择！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
讯员 汤树静 纪丽华) 1—10月份，德
州市七个县市区农贸市场鸡蛋平均价格
为每斤4 . 74元，达历年来年均价最高。其中
8月28日农贸市场价格高达5 . 81元每斤，成
为德州市历史以来最高蛋价。

据了解，第一轮上涨自3月上旬开始，
鸡蛋价格从每斤3 . 97元连续十一周上涨，5

月22日涨至上半年最高价5 . 2元，累计涨幅
高达三成多。第二轮上涨高峰自7月中旬
开始，连涨九周，8月28日达到每斤5 . 81元，
突破德州历史以来鸡蛋最高价。此后蛋价
温和下行，但一直未跌破5元大关。

“1-10月份的鸡蛋均价，比以往全年均
价都高。”工作人员分析，今年蛋价上涨的
主要原因是去年鸡蛋市场较低迷，鸡蛋养
殖业受禽流感影响亏损严重，部分中小养
殖户破产转行，导致今年蛋鸡的存栏量整
体较少。此外，玉米等饲料及人工费用上
涨，造成了养殖成本的增加，直接推动鸡
蛋价格上扬。如无特殊情况，预计蛋价稳
中有降的局面会持续至元旦前夕。

全市11座水库

年底前蓄满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赵红霞) 13日，记者从德州市
水利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德州市
遭遇30年一遇旱情，而年底前如无明显
降水过程，需水量缺口将达到3 . 4亿立方
米。目前，德州市全面启动今冬明春农田
水利基本建设，全市11座水库陆续蓄水，
年底前全部蓄满。

今年德州市发生春夏秋三季特大干
旱，全市农田受旱面积一度高达268万
亩，占在田作物面积的三分之一，地下水
水位下降，有2500眼机电井出水不足。全
市9座水库最低蓄水量6711万立方米，仅
为设计总库容的三分之一左右。三干流
河道最低蓄水量1939万立方米，仅为正
常蓄水能力的两成。据气象部门预测，今
冬明春德州市降水较历年同期略偏少，
加之黄河上游来水将偏少2成左右。按照
此情况计算，到年底前如无明显有效降
水过程，德州市可供水量与总需水量缺
口将达3 . 4亿立方米。

目前全市共有11座水库，供水量将
达到历年最多。目前庆云水库、乐陵水
库、武城水库供水，其他水库年前供满，
为明年的春灌提前做准备。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李之鹏) 13
日，记者从德州市体育局了
解到，目前全市建设了全民
健身工程1700余处，建设群
众身边的健身设施4 0 0 0余
处。按照山东省制定的“十二
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规划，
明年，德州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要达到1 . 5平方米以上，
50%以上的街道(乡镇)、社区
(行政村)建有便捷、实用的体
育健身设施。

“大型场馆不免费开放
也就算了，我真的希望家门
口的学校能让我进去。”家住

德州九中附近的范鑫告诉记
者，大学时他就爱好打篮球，
现在毕业了，还是想坚持隔
天打一次球，但这一愿望因
为找不到篮球场地而落空。

据了解，去年山东省曾
确定首批170所体育设施对
外开放的名单，其中德州共
有10所，包括实验小学、北园
小学、建设街小学、九中、十
一中等。但受管理人员经费
及设施维护费用由谁负责、
校园师生安全问题以及财物
保管以及开放后，社会使用
者使用设施发生安全事故学
校是否担责等因素影响，多

数学校不允许学校外的人进
入校内锻炼、运动。

记者调查发现，德州市民
晨晚锻炼主要在公园、广场等
空地，这些地方一般免费对外
开放。而配备较为完善的市体
育中心羽毛球馆、乒乓球馆等
五场馆虽已对市民免费开放，
因其有开放时间限制，难以满
足上班族的健身需求；此外，
社会兴办的健身场馆所需的
成本高，收费相对也昂贵，又
让市民“望馆兴叹”。

德州市体育局相关工作
人员坦言，德州体育健身场
地不足、体育场馆开放不够，

尤其是学校的体育场馆免
费、低收费开放程度太低，目
前人均占有体育场地面积仅
为1 . 3平方米。

据了解，德州制定实施
体 育 人 口 增 长 计 划 ，力 争
2019年底体育人口占到全市
总人口的40%以上；计划建设
省级全民健身中心2处，市级
全民健身中心2处，县级全民
健身中心10处，乡镇体育健
身工程80处，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1800处，城乡公共体育
健身设施实现全覆盖，力争
实现城乡居民3分钟健身圈
的目标。

马马海海西西街街小小巷巷何何时时才才能能““点点灯灯””
城管部门称正在申请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张磊 ) 13日上午，德城区马
家海子小区一居民拨打本报
热线称，小区出门后有一条巷
子内没有路灯，市民多年只能

“摸黑”出门。最近，相距不到
20米远的芦家井街路灯也已
完工，居民咨询马海西街何时
也能装上路灯。德城区城管局
回应，马海西街路灯计划正在
申请中。

13日上午，记者采访了解
到，马海西街是一条50多米
长，两三米宽的小巷子。该巷
子连接天衢路与石芦街，经房
管局宿舍等小区和部分平房，
南口紧邻石芦街小学。在该胡
同内并无未安设一个路灯。

“附近都是老小区，住了不少
老人，晚上出点意外都没人能
看得见。”负责该路段的环卫
工人石先生告诉记者，早晨5

点半以前，晚上6点半以后，巷
子里什么都看不见。

“走在里面的时候，听见
声音时自行车就已经快到眼
前了，都是用手机来照明。”该
小区居民称，巷子很窄，两侧
有时还会停靠一些汽车，多年
来一直就是摸黑进出。“上个
月对面的芦家井街安装上了
路灯，但我们这条街迟迟没有
动静，不知道是不是跳过去

了，希望政府也能给我们安上
几个。”

13日下午，记者从德城区
城管局了解到，石芦街和芦家
井解路灯都是近期刚刚安装
上的，“今年路灯安装计划已
经完成，暂不包括马海西街。”
新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称，
市民要求安装路灯可向居委
会提出申请，由上级部门批准
后可进行安装。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宁艳青) “县政务中心张尚波
同志，县纪委决定在11月12日上午在县
纪委谈话室与你进行廉政谈话，请准时
参加。”11月11日下午才任职不久的临
邑县政务中心主任张尚波收到了县纪
委的廉政谈话通知书。这是临邑县纪委
推行常态化“廉政谈话”制度的一个缩
影。

今年以来，临邑县纪委强化监督，
推行以日常谈话、任前谈话、诫勉谈话、
回访谈话等为主要内容的常态化廉政
谈话制度。县纪委汇总廉政谈话情况，
装入干部廉政档案，作为对干部评先树
优、提拔任用等进行廉政鉴定的参考依
据之一。该县通过推行常态化廉政谈话
制度，实现了监督关口前移，有力推动
了全县党风廉政建设。今年1月至10月，
共开展廉政谈话52次，收集意见建议
126个，下达整改意见书11份，发现并督
促整改问题16个。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王业婷) 近期，在上海举

行的第八届全国河蟹大赛上，齐河县
马集镇黄河湾大闸蟹脱颖而出，和著
名的阳澄湖大闸蟹一起，从包括台湾
省在内全国100个参赛单位中脱颖而
出获得最高奖--金蟹奖，为黄河流域
大闸蟹唯一获此殊荣的大奖。

今年3月，80万余只上海水产大学
实验基地新培育的第四代优质蟹苗

“入驻”黄河湾，齐河采用纯天然生态
养殖模式。同时，邀请上海海洋大学水
产专家定期开展技术指导。目前，该县
养殖的3000亩黄河大闸蟹已喜获丰
收，全部产量达12万斤，产值1000多万
元。

这是继去年齐河县养殖的大闸蟹
开始参加全国河蟹大赛以来连续第二
年获得殊荣，也是黄河流域生产的大
闸蟹唯一获得的大奖，齐河产大闸蟹
已经跻身全国优质蟹行列。

本报11月13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金辉) 近日，记者了解到，陵县
自7月初开展殡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
清理工作，目前已对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收费依据以及免费服务项目等公开
公示，并公开了服务承诺书及监督电
话，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陵县民政局成立了专项整治行动
领导小组，开展殡葬服务项目和收费标
准清理自查，建立殡仪馆服务项目和收
费清单；此外，殡仪馆将所有免费服务
项目、收费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收费
依据、监督电话等，在殡仪馆营业室门
前公示栏和民政网站进行公开公示。

自8月1日起，县殡仪馆为客户提供
殡葬服务，事前须向当事人免费提供市
局同意制定的《自愿选择服务签单》，由
当事人自愿选择服务项目。全面落实

“三免一减”政策，对优抚对象、五保对
象、90岁以上老人去世免除基本火化
费，低保户减半收取火化费。

县域快讯

临邑>>

廉政谈话成常态

齐河>>

黄河湾大闸蟹摘桂冠

陵县>>

整治规范殡葬服务

11月13日，东方红路附近的一处院内，燃烧废物的狼
烟四处飘飞。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11月13日上午，在三八东路向董子文化街的拐角处，
满载青菜的三轮车与一辆私家车相撞后发生侧翻。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黑烟肆起 街角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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