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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家家重重点点监监管管企企业业排排放放浓浓度度超超标标
有的尚无治污设施改造时间表

新增两家3A景区

年末岁初，各个银行都
推出了颇具吸引力的优惠
政策，作为新晋银行，齐鲁
银行德州分行出手也挺快。
元旦刚过，他们就推出了专
属德州老百姓的“泉心理
财”平安回报131号(A款)人
民币理财产品。

为庆祝齐鲁银行德州
分行开业，回馈广大市民朋
友，齐鲁银行德州分行于
2015年1月6日—2015年1月
14日期间隆重推出“泉心理
财”平安回报131号(A款)理
财产品。

齐鲁银行的理财产品
一直以高收益、高安全性得

到很多客户的信赖。此次理
财产品也不例外，预期年化
收益率为5 . 80%。

据齐鲁银行德州分行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理财
产品投资于信用级别较高
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债、金
融债、央行票据、以及高信
用级别的企业债、公司债、
短期融资券等。此次发行理
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5 . 80%，5万起存，追加金额1
万元整数倍递增。数量有
限，欲购从速。

产品名称：“泉心理财”
平安回报131号(A款)；募集
期：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

1月14日；期限：90天；预期
年化收益率：5 . 80%；认购起
点：5万元起存，追加金额1
万元倍数递增。

当然，齐鲁银行德州分
行今后仍有多款理财产品
推出，欢迎新老客户到德州
市三八路1577号营业厅了
解产品详情或购买，或电话
咨询0534-2286970
2286950。

存存款款买买理理财财向向齐齐鲁鲁银银行行看看过过来来
齐鲁银行德州分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火热发售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刘
振 ) 1月7日，记者了解到，根
据山东省环保厅公示的信息，
截至2014年12月底，全省仍有
70余家重点监管企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浓度超标，德州有5家企
业在列，大部分企业主要是氮
氧化物超标，个别企业二氧化硫
超标。多数企业并未最大限度降
低生产负荷要求，部分企业已经
被处罚三次。

由于未建设脱硝设施，德
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锅炉

口氮氧化物超标，并未最大限
度降低生产负荷要求，没有临
时减排措施，因企业搬迁问题
和场地限制没有治污设施改造
完成的时间表，目前有关部门
已经对其处罚三次，生态补偿
考核扣分。

德州凯元热电有限公司1
-3号锅炉排放口SO2超标，原
因为招标失误、治污设施不能
达标，并未最大限度降低生产
负荷要求，采取了炉内加炉外
脱硫的临时减排措施，供暖期

结束将重建脱硫设施，目前有
关部门对其一次处罚，生态补
偿考核扣分。此外，该公司的氮
氧化物超标，原因是正在建设
脱硝设施，并未最大限度降低
生产负荷要求，采取降低炉温
的临时减排措施，目前治污设
施改造工程已收尾、近期调试，
有关部门对其一次处罚，生态
补偿考核扣分。

夏津县热电有限公司1-3
号锅炉排放口和乐陵市乐源热
电有限公司1-2号锅炉排放口

氮氧化物超标，并未最大限度
降低生产负荷要求，采取了降
低炉温的临时减排措施，治污
设施改造完成时限为今年3月
31日，相关部门已将其列入限
期治理计划。

平原方源纸业有限公司1
-3号锅炉排放口氮氧化物超
标，目前正在建设脱硝设施，数
据波动、不能稳定达标，采取降
低炉温的临时减排措施，治污
设施改造工程已收尾，近期调
试，相关部门对其三次处罚。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振)
1月7日，记者从德州市旅游局了
解到，武城县四女寺风景区等两
家景区获批3A级旅游景区，临邑
革命烈士陵园等6家景区获批2A

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这两家3A景区分别

是齐河县昌润致中和有机农场
和武城县四女寺风景区。其中，
武城四女寺风景区已正式对外
开放。

德州市旅游局批准了临邑
革命烈士陵园等6家景区为国家
AA级旅游景区，这6家景区分别
是四女寺千亩生态湿地、九龙湾
生态园、金荷园、九龙湾公园、德
州奇石博物馆。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振)
1月7日，记者从德州市经信委获
悉，去年以来，全市工业经济实现
平稳较快增长，总体运行态势良
好，增速将居于全省前三位。

记者了解到，德州工业经济
呈现出生产态势总体平稳、效益
增速稳步回升、主导产业集群总
体运行平稳、大中型企业运行态
势持续良好等四大特点。根据统
计，1-11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
成增加值1570 . 32亿元，同比增长
14 . 00%，增速居全省第三位。效益
增速稳步回升。

工业经济增速快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杜彩霞) 近日，记者从德
州市公安局获悉，自2014
年12月至2015年3月底，
全市公安机关户政系统
将开展“阳光行动”，期间
将全面排查辖区内无户
口人员、患病、身体残疾、
生活困难等需要办理户
口、身份证业务的群众，
并登记造册。全市各县市
区户政部门也将建立政
务微信、微博收集咨询和
诉求。

据了解，阳光行动期
间，全市公安机关户政系
统将组织广大社区民警

和户籍民警深入辖区摸
排走访，全面排查辖区内
无户口人员、患病、身体
残疾、生活困难等需要办
理户口、身份证业务的群
众。尤其对于身体残疾、
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上
门办理。

此外，为了更广泛收
集群众意见和建议，全市
将建立市级和县市区户
政部门政务微信及微博。
7日，记者在德城分局户
政科了解到，德城分局已
经为辖区内10个派出所
的户籍民警专门配备了
户政业务的咨询电话，

上 班 时 间 将 会 全 时 开
机，市民也可以拨打户
政 科 的 咨 询 电 话
2636110。

据介绍，临近年底阳
光行动将利用春节前后
大量务工人员返乡的有
利时机，积极开展“便民
服务月”活动，为返乡人
员办理户口和身份证件
提供便利条件。

阳光行动后，全市将
对摸排走访的无户口人
员、患病、身体残疾、生活
困难等需要办理户口、身
份证业务的群众要全部
登记造册，以备后查。

全市户政系统开展阳光行动

无无户户籍籍人人员员全全部部登登记记造造册册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王
明婧 通讯员 刘刚 ) 自
2011年起实施“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以来，截至2014年，
德州市增加936所公办幼儿园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新增11
万幼儿学位。7日，记者从德州
市教育局获悉，进一步推动幼
儿园建设和品质提升工作，计
划2014年至2016年共建设300
所公办幼儿园，八成以上幼儿

园达到省定基本办园条件标
准。

2011—2014年，德州市实
施了“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通过大力建设幼儿园，建
立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该
工程实施以来，德州市新建和
改扩建幼儿园1019所，新增幼
儿学位11万个，公办幼儿园和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由2010年的
314所增加到936所，增长近三

倍。全市3-6岁幼儿入园率由
74%提高到84%，提高10个百
分点。

据了解，2015年，德州市将
针对当前学前教育体系中存在
的优质园资源匮乏、公办教师
比例低、城乡发展不均衡等薄
弱环节，启动新一轮学前教育
提升计划，重点抓好布局规划、
标准化建设、办学模式改革、师
资配备四个方面。按照计划，

2014年至2016年，全市共建设
300所公办幼儿园，公办幼儿园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数量占总
数85%以上。

与此同时，德州市将大力
提升幼儿园标准，到2016年全
市八成以上的幼儿园达到省定
基本办园条件标准，乡镇中心
幼儿园全部达到市级一类幼儿
园标准，学前教育保障体系也
将进一步完善。

幼幼儿儿园园数数量量五五年年猛猛增增近近三三倍倍
明年八成以上要达省标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杜彩
霞) 2015年开始山东省全面实现
居民身份证异地办理，7日，记者
从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了解
到，在德城区办理本省外市身份
证需要去户籍大厅办理，而市内
各县市区的居民，到德城区就近
派出所办理。

全省实现居民身份证异地办
理，今后凡是具有山东省常住人
口户籍身份，长期在德州市居住
或务工，居民身份证件丢失需要
补办、损坏需要换领居民身份证
的省内居民，均可在德州就近办
理。但只限办理快证。

在德城区属本省外市的居
民，到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综
合服务厅办理。在德城区属市内
各县市区的居民，到德城区就近
派出所办理后，持通知单到德州
市公安局德城分局综合服务厅邮
政窗口办理。

补身份证方便了
近日，在市区多个路口，不时出现向等信号灯车辆乞讨的老人，他们不断敲打车窗，希望

得到钱物，不少司机对突然出现的此现象很不解，同时认为对行车安全造成很大隐患。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马马路路行行乞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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