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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收支差距进一步缩小

农农村村收收支支增增幅幅高高出出城城市市超超22%%

11557788名名献献血血者者拿拿到到即即时时返返还还金金
去年发放超百余万元

庆云>>

40处社区建统战平台

临邑>>

启动反腐倡廉评议

平原>>

环保列入民心工程

齐河>>

生态建设榜上有名

县域快讯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宁艳青 刘平) 近日，临邑县纪委对全

县各部门单位开展2014年度反腐倡廉和政
风行风评议活动，此举将深入推进反腐倡
廉建设和作风建设，进一步转变部门行业
作风，促进机关服务效能提升。

评议采取单位互评、集中测评和减分
相结合的方式，首先由各单位开展互评；
其次从“两代表一委员”、乡镇干部、特邀
监督员、企业负责人和工商业户、基层群
众等人员中选取一定比例的代表，集中对
纳入评议的部门单位进行评议；再次由县
纪委汇总党风廉政建设、政风行风举报、
市民热线投诉、机关作风通报曝光等情
况，拟定减分分值；最后，县纪委对三方评
议情况进行统计汇总，得出最终评议情
况。各单位将对评议结果和意见建议进行
多角度综合分析，大力推进问题整改。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贺莹莹 通
讯员 胡志强) 近日，记者了解到，庆
云县以“社区统战建设年”活动为抓手，
在9个乡镇的40个重点社区，依托公共服
务场所建立起40处“社区统战办公室”和

“党外人士之家”，基本实现了统战组织
重点社区的全方位覆盖。

为发挥好基层社区统战平台作用，
该县健全社区统战工作例会制度、学习
制度、双向服务制度、考核制度等五项上
墙制度，建立了社区统战成员、统战团体
台账，实施动态化管理。同时，深入开展
建立一个阵地、搞一次摸底调研、培养一
批代表人士、组织一次建言等“十个一”
活动，有效地整合工作资源。截至目前，
庆云县共培养代表人士1360余人，建立
统战文化墙、统战孝道文化长廊98处。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房德进) 近日，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平

原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上获悉，平原县将“狠抓环境保护，实施城
乡环境整治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环境质
量”列入2015年“十项民心工程”之一。

今年平原将以争创全国循环经济示
范县为抓手，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加快建
设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示范园区，拉长循
环经济产业链条。重点抓好RDF垃圾处
理厂、绿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中节能光
伏大棚电站、科技部农业循环经济示范
等项目建设发展。落实节能减排目标责
任制，实施一批节能改造和减排工程，严
格污染物总量控制，确保完成节能减排
刚性指标。平原县环保局工作人员称，今
年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逐步
封停自备井，抓好千亩湿地和污水处理厂
等工程的稳定运行。同时落实好“蓝天行
动计划”，逐步取消社区地热井取水直排。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孙婷婷) 近
日，2014年度全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工作
先进县公布，全省共有17个县市区入选，齐
河县榜上有名，为德州市唯一入选县。

齐河县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全面
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2014年，该县成功
申请创建8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
基地，获批地膜回收和综合利用农业清洁
生产示范项目中央补助资金338万元，农村
沼气建设项目全部通过市级验收。与此同
时，积极改善村居条件，搞好农村环境综
合整治，建立起“社区收集、乡镇运输、县
集中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长效机
制，实现了农业生产新发展、农民生活新
改善、农村面貌新改观。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邹德晓)
25日，记者了解到，2014年，
德州市中心血站共为1578名
献血者返还血液1005443毫
升，返还金额1120119元。

据德州市中心血站相关
负责人，2013年共为1406名
本地献血者返还血费970004
元，2014年共为1578名献血

者 返 还 金 额 1 1 2 0 1 1 9 元 ，
“2014年返还比2013年增加
约15万元，即时返还工作的
开展让更多的无偿献血者受
益。”

据了解，德州市从2012
年开展即时返还工作，凡在
德州市各采血点参加过无偿
献血的献血者，本人及其配
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

在医疗机构临床用血时缴纳
的用血费用，可在就诊医疗
机构按照返还标准进行返
还；在本地就诊的省内异地
献血者也可凭相关证件和证
明由就诊地医疗机构或德州
市中心血站进行代办。截至
目前，临邑县、禹城市、齐河
县、乐陵市、宁津县、陵城区、
夏津县等7个县(市、区)均开

通此项工作。
2014年，德州市中心血站

共为1578名献血者返还血液
1 0 0 5 4 4 3 毫 升 ，返 还 金 额
1120119元。其中，有374名献
血者直接通过医院即时返还，
返还金额达217140元；124名
省内异地献血者、20名德州献
血者通过即时返还进行了办
理，返还金额达85510元。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董玉龙) 近日，
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夏津黄河
故道森林公园晋升“国家级”，
定名为“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国
家森林公园”，这是德州首个
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森
林公园。

记者从夏津县旅游局获
悉，经过6年的发展，夏津黄河
故道国家森林公园“一带两区
十园”的布局基本形成，客源
市场为济南、德州、聊城、石家
庄及京津地区，年接待游客可
达130万人次。目前黄河故道
森林公园门票、养殖业收入、
旅游商品收入、游乐收入、果
品增值收入等旅游综合收入
达3 . 2亿元。下一步将继续建

设黄河故道农业文化遗产地
农产品展览中心、桑树种质资
源库、中医药养生基地等项
目。

据了解，目前景区还有多
个大项目在建或待建，建成后
将为森林公园增光添彩。“国
家森林公园这个金字招牌，既
要利用好，也要维护好。”夏津
县委书记王春利介绍，利用好
金字招牌，夏津将进一步开发
生态旅游区，一方面搞好生态
旅游，另一方面开发桑产业。
维护好金字招牌，该县将把黄
河故道森林公园分成核心区、
缓冲区和辐射区3个保护等级
进行保护。同时通过政策引
导，鼓励农民在缓冲区发展桑
园果园等，扩展公园规模。

夏津森林公园晋升国家级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王明婧) 23日，山东省教师
专业发展科研工作暨名师成
长现场会在德州召开，来自
省内各中小学的优秀教师和
校长共同交流教育经验。德
开小学校长孟杰以鸡蛋为比
喻，他认为教师只有从内打
破，才能得到成长。

“鸡蛋从外打破是食
物，从内打破是生命；人生
从外打破是压力，从内打破
是成长。”孟杰的言论引起
现场所有人的注意，他认为
名师有两个特点，首先是有
职业特长，其次是养成了创
新、反思、研究、勤奋等良好
的习惯。2014年，德开小学
成立的名师俱乐部，这个俱

乐部没有任何门槛，秉承自
愿原则，与众不同的是，入
会的教师需要缴纳1000元
保证金，作为俱乐部出勤率
等奖惩措施。孟杰说，设置
保证金是为了筛选有成长
愿望的教师，让他们从内突
破自己，唤醒主体意识，最
终32名教师加入俱乐部。

名师俱乐部打破了学
科界限，各学科教师坐在一
起讨论教学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并根据每位教师的兴
趣和特长，制定发展目标。
会后，与会人员参观德开小
学社团建设、电子书包现
场，观看了学校体育组、美
术组制作的微视频，并听取
了主题微讲座。

名师成长德州言论受关注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徐
良 通讯员 李元欣 吕青)

近日，记者从国家统计局德
州调查队获悉，2014年德州城
乡收支差距进一步缩小，尽管
农村收支额均不及城市的一
半，但收入和支出的增幅均比
城市高两个百分点。

2014年，德州城市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4812 . 31
元增长到27180 . 13元，农村
人均全年纯收入则从10876
元增长到12134 . 91元。城市

居民收入主要是工资，而农
村居民主要靠外出打工的工
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而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比城镇相
对滞后，仍有相当大一部分
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
用，农村经济还处于低效益
发展阶段。据2014年城乡相
关统计资料分析，德州市农
村劳动力初中以下文化程度
仍占绝大部分，高中以上文
化程度占比相对较少，而城
市居民中这种比例正好相

反。因此，文化水平或技能水
平的高低，对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显然会产生大的影响。

与2013年相比，德州城
市居民消费总支出从15475
元增至17429 . 92元，农村居
民消费总支出则从5432元提
高到6244 . 21元。城市居民接
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对家庭
用品的舒适、品牌档次和技
术含量要求较高，消费观念
相对优于农村居民；在传统
思想的影响下，农村居民的

收入更倾向于储蓄以备养老
或者应急，而不是消费。因
此，城市居民更偏重于享受
性消费，而农村居民则更偏
重于基本保障性消费。

统计数据显示，城乡收入
比从2013的2 . 28：1减少到
2 . 24：1，消费支出比从2 . 85：1
缩小到2.79：1。2014年农村收、
支增幅分别比城市高2 . 04和
2 . 32个百分点，城乡差距进一
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
水平及结构显著改善。

近日，随着周边学校的放假，德州学院地下商城逐渐冷清，不少商家开始打折促销，
凭借低价吸引人气。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低价揽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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