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县市区
2015年1月8日 星期四 编辑：张晓琳 美编：闫继军 今 日 德 州>>>>

德城区37家区直预算单位推行阳光消费

七七项项经经费费结结算算必必须须用用公公务务卡卡

宁津>>

大柳水库正式蓄水

禹城>>

12处乡镇幼儿园全启用

齐河>>

荣膺“三资”管理示范县

有惊无险

临邑>>

蝉联生猪调出大县

县域快讯

武城>>

16名监督员上岗

乐陵>>

36所学校用放心水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
讯员 赵红霞) 日前，宁津县第二水库
大柳水库正式蓄水，此次计划蓄水300多
万立方米。据悉，大柳水库将解决北部
五个乡镇2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一次
蓄水可满足全县人民十个月正常用水。

大柳水库是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德
州市续建配套工程及宁津县居民饮水
安全水源工程，库容996万立方米，占地
2530亩。2013年3月，大柳水库工程开始
迁占，2014年10月20日全面竣工，并于当
年12月22日通过市级蓄水阶段验收。

随着大柳水库建成蓄水，宁津县
形成“两库两厂一张网”供水格局，北
部5个乡镇26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将
得到有效解决。据了解，大柳水库一次
蓄水可满足全县人民十个月正常用
水，城乡居民供水保障率、蓄水调节能
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高王孟 ) 近日，临邑县再获

“全国生猪调出大县”荣誉称号，获得
生猪调出大县专项资金666万元。

去年全县新建、改扩建生猪规模
标准化养殖场52处。截至目前，全县共
有绿业原种猪场等11家生猪养殖企业
通过农业部无公害畜产品认证。大力
发展“合同猪”养殖，推动“龙头企业+

基地+农户”的养殖模式，在生猪养殖
普遍亏损的行情下保证合同猪养殖
户每头生猪盈利120-180元，全县共有
年出栏1000头的标准化“合同猪”猪舍
103栋，年向社会提供合同猪10万头，
保证了全县生猪养殖能够在较差的
行情下逆市稳定发展。同时，投资3 . 5

亿元的金锣熟食加工项目建成投产。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梁峰) 近日，武城县纪委聘请
16名党风政风监督员，开展高密度、高
频次明察暗访。党风政风监督员从各
部门单位近三年新录人员中筛选，组
成八项规定暗访员库，由县纪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统一管理。

元旦前后和节日间，由县纪委党风
政风监督室、执法效能和监督室带队，
分为5个暗访组，配备暗拍机器，不定
时、不定单位、不定人员，对各部门单位
人员上下班、公车使用、公款消费等开
展明察暗访，对发现违规问题严厉问
责，典型的公开曝光。把暗访与工作实
际挂钩，对暗访中敷衍应付，责任心差，
并且保密意识不强的，及时清退，并视
情节给予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赵玲) 日前，2013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乐陵市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验
收工作会议召开，乐陵市2013年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通过市级验收，36所学
校师生喝上放心水。

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乐陵市农
村饮水安全工程，主要涉及云红街道
办事处、郑店镇、大孙乡、西段乡、铁营
镇，解决八个乡镇街道36所学校1 . 6万
余名师生饮水安全难题。该工程项目
实施后，项目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彻底告别高氟
水、苦咸水，减少各种传染性疾病和水
源性疾病的发病率。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
榕) 为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
支付改革，加强财政财务监
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提高
公务支出的透明度，着力打
造公务“阳光消费”，截至目
前，德城区37家区直预算单
位已全面实施公务卡制度。

公务卡结算采用“银行
授信额度、个人公务刷卡、单

位报销划款、财政实时监控”
的管理方式，结算范围主要
是财政授权支付业务中原使
用现金结算的公用经费支
出，其中办公费、差旅费、维
修(护)费、会议费、培训费、专
用材料费、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七项公用经费，必须使
用公务卡结算。

公务卡实行“一人一卡”

实名制管理。为了确保公务
卡使用安全，原则上不允许
通过公务卡提取现金；并由
区监察局、审计局对公务卡
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确保公务卡的规范、安全
使用，保证每一笔财政资金
都能实现阳光操作。

据了解，自2013年10月
初德城区开展区级预算单位

公务卡改革工作以来，先后
印发了《关于在区级预算单
位实行公务卡改革的通知》

《德州市德城区区级预算单
位公务卡管理暂行办法》《关
于建立区级预算单位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制度的通知》
等文件，公务卡改革在区直
部门单位实行国库集中支付
的一级预算单位全面推行。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高金霞 )

近年来，禹城市加大教育
资金投入，按照计划，三年内
将再投入2 . 3亿元，完成9处
乡镇中学餐厅、宿舍、教学楼
和禹城一中教学楼工程。

2010年以来，禹城先后投
入资金5亿元，改善办学条件。
目前，12处乡镇中心幼儿园已
全部启用，政府通过回购3处
社区幼儿园。今年，禹城市先
后开工建设南部辛寨、安仁、
李屯等3个乡镇中学的教学
楼、宿舍楼、食堂餐厅，北部辛

店、梁家两处中学的食堂餐
厅、房寺镇邢店小学教学楼及
禹城一中教学楼，各项工程力
争2015年上半年完工。与此同
时，禹城市每年投入300万元
对偏远乡镇教师每月给予60-
120元的生活补贴，将班主任
津贴提高到200元。

2015年，将开工伦镇、莒
镇、十里望、张庄等四个乡镇
中学部分教学楼、宿舍、餐厅
项目。启动农村小学校舍改
造工程。按照计划，未来三年
禹城市将再投入2 . 3亿元，继
续加强办学条件的改善。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徐
良 通讯员 骆兰平 陈建
强) 近日，齐河县被评为“三
资”管理示范县，是德州市唯
一一个“三资”管理示范县。

近日，农业部下发《关于
认定第二批全国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示范县的通知》，齐河
县榜上有名。三资即农村集体
的资金、资产、资源。全国农村
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的评
审认定，旨在推进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逐步实现制度化、
规范化、信息化，尽快形成制
度健全、产权明晰、权责明确、

经营高效、管理民主、监督到
位、手段先进的管理体制机
制。目前已开展两批认定，本
批全国共155个，全省10个县
市被认定为全国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示范县，德州市齐河
县上榜。

目前，德州市138个乡镇
(街道办)依托经管站，成立了
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
务中心和农村集体资产资源
招投标中心，乐陵市被列入了
全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县，武城县筹建了全市第一家
县级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1月7日上午，东方红路上一辆自西向东行驶的黑色轿车与一辆自北向南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
黑色轿车冲进绿化带。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本报记者 马志勇 徐良 摄影报道

上上班班时时间间到到村村民民家家里里打打麻麻将将
宁津县一镇政府干部被通报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李
榕) 日前，宁津县纪委、监察
局对长官镇政府一名干部工
作期间打麻将问题进行通
报。

2014年12月10日(星期
三)下午2点30分，该干部到其
辖区内长官镇贾庄村了解收
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金进展
情况，然后独自到一村民家
中参与打麻将。县纪委接到
群众举报，当场查实这起违

纪问题。
长官镇党委、政府根据

相关规定，免去该干部农业
管区书记职务；三个月内只
发放基本工资；个人年度考
核成绩定为不合格；同时责
令其向长官镇党委、政府作
出深刻检查，并在全体干部
会上公开检讨。县委常委、纪
委书记周立志说：“违反工作
纪律的行为看似小事，但群
众意见不小，影响不小，对这

类问题，我们坚持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增强执
纪问责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促 进 干 部‘ 勿 以 恶 小 而 为
之’。”

该县对干部作风问题不
间断开展明察暗访，公开举
报电话，电子邮箱，开通“清
风宁津”微信公众平台，现在
关注用户已经超过1 . 2万人。
除了监督干部个人的行为，
该县还出台了《中共宁津县

委关于追究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主体责任的意见(试
行)》，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党
组要自觉担负起作风建设的
主体责任，必须对本部门、本
单位的作风建设负起领导责
任，出现问题的一并处理相
关领导。根据该规定，县纪委
给予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履行不到位的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诫勉谈话，对镇党委
书记进行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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