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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眼癌双胞胎”追踪>>

市慈善总会发起公益演出和爱心募捐

““千千手手观观音音””将将绽绽放放慈慈善善晚晚会会
种植意向降低

棉花蔬果减产

120急救中心

规范救护车

齐齐河河模模式式打打造造““华华夏夏第第一一麦麦””
率先制订两项粮食生产地方性标准综合体规范

1月17日，万达集团发
布万达2014年业绩。在中国
经济持续放缓的情况下，万
达各项指标全面超额完成，
企业发展跃上新的台阶。企
业资产达到5341亿元，同比
增长34 . 5%；收入2424 . 8亿
元，完成年计划的101%，同
比增长30%；连续第9年保
持环比30%以上的增速，企
业净利润也大幅增长。

万达商业地产合同销售
收入1601 . 5亿元，完成目标
的100 .1%，同比增长26 .8%；
其中租金回款110 .8亿元，同

比增长32 . 7%，租金回款完
成率100%，继续保持全球
领先水平；累计持有物业面
积215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2 . 0%。

文化集团收入341 . 4
亿 元 ，完 成 年 计 划 的
108 . 9%，同比增长32 . 3%。

万达百货新开店24家，
累计99家，收入256亿元，完
成计划的101 . 6%，同比增
长65 . 3%，超额完成年度利
润目标。在2014年百货业普
遍困难的情况下，万达百货
的表现成为行业亮点。

2014年，万达集团转型
升级成果显著，文化旅游产
业收入增速超过房地产收
入增速，文化旅游各业务板
块表现突出。2014年12月20
日开业的武汉汉秀和电影
乐园两个重大文化产业项
目半年内的票已基本售罄；
万达旅业收入达到75 . 1亿
元，仅用一年就跻身全国行
业前列，为万达文化旅游项
目输送大量旅客；万达影视
佳作频出，收入4 . 3亿元，完
成计划的121%，文化旅游已
成为万达新的支柱产业。

非房地产收入增速超过房地产

万达集团公布业绩
连续9年增长超三成 陵城区联社在2014年审

计成果运用的基础上，继续
强化审计成果的积累、汇总、
整合、优选，全面提升利用价
值。一是进一步规范问题整
改操作流程，严格明确各环
节的移交反馈时间，落实环
节责任，提高问题整改效率。
二是增加审计检查通报分析
例会的召开频率，丰富会议
形式与内容，找准问题解决
途径，落实系统性整改措施。
三是加强与业务条线部门的
协调配合，通过联合开展检
查项目、共享检查成果信息
等一系列措施，将审计监督
与业务部门检查监督有机结
合起来。 (任秋云 赵伟)

陵城区联社蓄势而发

全面跟进

审计成果运用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王明婧)

近日，德州市物价局对禹城等五
个县市的63个农户进行2015年种植
意向调查，结果显示，农户普遍愿
意种植粮食，棉花、蔬菜、瓜果等作
物种植意愿下降。据调查，不少农
户多计划种植少量蔬菜，供自己食
用。

受政策和市场的双重影响，国
家鼓励粮食生产的惠农政策含金
量逐年提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
积极性，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大
幅增加，粮食价格也一直高位运
行。同时，机械化的普及，为规模经
营创造有利条件。调查显示，2015年
户均预计种植粮食作物面积12 . 92

亩，同比增加4 . 36%，其中种植豆类
的意愿同比增长最多，比去年同期
增加两成。

2014年，随着棉花价格持续下
滑，德州市棉农尽管收成良好，但
收益下降，平均每亩棉花的净赔
386 . 25元，是近十年来最低的收益
年份。据调查，今年户均预计种棉
面积约一亩，同比减少三成多。此
外，德州市农户增加蔬菜种植面积
意愿不强。据调查，农户多选择种
植少量蔬菜供自己食用。德州农户
户均预计种植蔬菜、瓜果0 . 20亩，同
比减少一成以上。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刘悦) 德城区
三岁半的双胞胎兄弟小浩强
和小浩霖患有眼癌，彻底治愈
的唯一途径就是赴国外进行
手术。然而，两个孩子最低的
出国治疗费用大约需要120万
元。为继续给兄弟俩筹集手术
费，1月29日，市慈善总会发起

“爱在行动”2015“千手观音”
携手众明星走进德州慈善公
益晚会，现诚邀社会爱心企业
进行晚会慈善冠名，活动全部
所得定向用于救助双胞胎患

儿。
“截至目前，市慈善总会为

双胞胎眼癌孩子共募集善款已
达30多万元。但对于两个孩子
上百万元的手术费用，无疑是
杯水车薪。”德州市慈善总会副
会长周成玉称，为筹募更多的
善款，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
会、市委宣传部、德州市民政
局、德州市慈善总会等主办的

“爱在行动”2015“千手观音”携
手众明星走进德州慈善公益晚
会，将于1月29日晚7：00—9：00
在德州大剧院举行。

现诚邀社会爱心企业进
行公益演出慈善冠名，活动全
部所得将定向用于救助双胞
胎眼癌患儿杨浩霖、杨浩强。
据悉，此次公益演出爱心捐赠
包括多种形式，其中，慈善冠
名名额为1个，需捐赠善款20
万元；慈善协办名额3个，需捐
赠善款10万元；慈善联合赞助
名额6个，需捐赠善款5万元；
爱心捐赠企业名额20个，需捐
赠善款1万元等。全程将由德
州市公证处、新闻媒体和爱心
志愿者公证、监督。详情可登

陆“德州慈善网”( h t t p：/ /
www.dzcs.org.cn)。

本次活动将邀请“北京心
灵之声艺术团”前来义演，包括
200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震撼
力作《千手观音》、第13届北京
残奥会开幕式参演节目，以及
享誉国内外乐坛智障天才指挥
家舟舟，著名笑星、国家一级演
员陈寒柏等多位“德艺双馨”艺
术家精彩演出。此外，1月27日-
28日还将举行“爱在行动”全国
书画名家作品慈善义捐义展义
拍义卖活动。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孙
婷婷 通讯员 郑军 崔志
华) 1月17日，受齐河县委、县
人民政府委托，由农业部、国
家标准委、中国农科院、中国
社科院、山东省农业厅、德州
市政府等部门10多名专家组
成的评审组，对齐河县《小麦、
玉米生产社会化服务标准综
合体县市规范》和《小麦、玉米
质量安全生产标准综合体县
市规范》进行了评审。

专家评审组认为，齐河
县在全国粮食主产县中率先
迈出了农业综合标准化的步

伐，两个标准综合体以相关
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为依
据，规定了齐河县小麦、玉米
生产社会化服务和质量安全
生产综合标准化建设术语、
区域划分、发展目标、建设内
容、技术要求、综合服务和建
后管护等方面的内容，对小
麦、玉米生产的水质、大气、
土壤、耕作、管理、科技、农药
使用、肥料选择、社会化服务
等规定了严格的科学标准，
设计合理，内容翔实，具有超
前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对
加快推进农业生产标准化、

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有重
要探索作用。

近年来，齐河在推进“大
方田、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
中，形成了“两大经营主体创
新(新型生产主体、多元服务
主体)、两大综合标准规范(社
会化服务、质量安全)、三大支
撑举措强化(人力保障、财力
支撑、动力激励)”共铸现代农
业的“齐河模式”，有效破解了

“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种
地富民”的发展窘境，扎实打
牢了国家粮食安全根基。2014
年，全县粮食总产量突破27 . 3

亿斤，平均亩产1197 . 7公斤，
实现“十二连增”，成为连续8
年总产过20亿斤的超级产粮
大县。其中，20万亩粮食增产
模式攻关核心区小麦、玉米和
全年平均亩产刷新三项全国
最大面积高产纪录，平均年亩
产达到1502 . 27公斤。下一步，
该县将“综合标准化”贯穿生
产全过程，全面推进80万亩全
国绿色食品原料(小麦、玉米)
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打造全
国集约面积最大、单位产量最
高、产品质量最优的“华夏第
一麦”。

16日，德州市第三届家政服务技能大赛召开，经过11个县市区的层层选拔、认真推荐，90名参赛选手
参加了家政、育婴、护老三个专业的比赛。 本报记者 孙婷婷 摄秀技能

本报1月18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郭凌) 18日，记者了解

到，2014年，德州120急救指挥中心
全年共调度急救车辆85800车次，救
治急危重病人72991人次，处理重大
突发事件167起。今年将集中整改救
护车事权不一、车型杂乱等现象。

另外，指挥中心将每年3月和10

月份定为急救调度培训月，根据培
训月活动计划，指挥中心组织调度
员针对德州市高铁新区、德城区外
环及武城县城地名地形进行实地
勘察，针对新建路段的名称、标志
物及村庄等做了重点记录。

2014年，指挥中心制定了13种急
救站标准化管理制度及流程。今年，
将所有制度下发至急救站，同时新增
急救站急救情况汇报、急救驾驶员培
训、急救车维护消毒等内容，要求急
救站严格执行并纳入年终考核。2015

年，指挥中心将针对德州市救护车管
理中存在的事权不一、装备不一、车
型杂乱、车况不良等现象，计划用一
年时间整改、理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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