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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县市市区区委委书书记记签签下下廉廉政政军军令令状状
违反或未能正确履责的一律严肃追究

5家旅游企业上诚信榜

本报1月28日讯 (记者 李榕 )

为明确县市区党委 (党工委 )的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日前，在德
州市纪委十四届六次全会上，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翠云代
表市委与 1 3 个县市区党委 ( 党工
委 )书记签订了《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责任书》，把落实党风
廉 政 建 设 主 体 责 任 当 作“ 军 令
状”。对违反或者未能正确履行责
任书有关要求的，一律严肃追究责
任。

责任书中明确要求，各县市区党
委(党工委)要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
设主体责任，统筹安排、监督检查各
级党委(党组)落实主体责任，坚决
防止“一手硬、一手软”；对不守纪
律、不守规矩的行为严肃处理；对
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成果、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
处违纪违法案件、强化权力制约和
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教育监管等
重点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特别指
出党委 (党组 )主要负责同志要管

好自己，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
员，作廉洁从政的表率；对违反或
者未能正确履行责任书有关要求
的，一律严肃追究责任。

下一步，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宜
新和市政府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也将
按照工作分工，分别与县市区政府
(管委会)和分管市直部门单位党组
(党委)主要负责人签订《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主体责任责任书》，把责任层
层压实，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落到实处。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陈兴龙 ) 28日，记者从全市
国税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4年德州
共完成国税收入102 . 77亿元，历史性
突破百亿大关，共落实各项税收惠民
政策25 . 59亿元。2015年计划国内税
收收入达到103 . 82亿元，将营改增扩
大到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金融保险
业、生活服务业，预计全市将涉及3 . 4
万户纳税人。

“2014年国税系统向社会公开75
项行政审批项目清单，下放5项市级
行政审批事项，共落实各项税收惠民
政策25 . 59亿元，查补税款1 . 52亿
元。”会上，记者了解到，截至2014年
底，德州共确定试点纳税人4152户，

全年申报入库增值税2 . 72亿元，整体
减税8508万元；开展货物运输行业清
理，清理232户货运企业“松散型”挂
靠车辆2934辆，补缴税款1215万元；
从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问责处理
19人，其中7人被通报批评，12人受到
党政纪处分；压缩机关经费，向基层
倾斜资金637万元等。

2015年德州市国内税收收入计
划达到103 . 82亿元，同比增长7 . 3%。
营改增范围将扩大到建筑业和房地
产业、金融保险业、生活服务业，预计
全市将涉及3 . 4万户纳税人；将开
展增值税专用发票升级版的推广
应用工作，将新增一般纳税人和小
规模纳税人全部纳入；推行试点行

业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核定扣除
办法；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和
高风险行业管理，特别是规模以上
涉农、涉油的加 工企业和商贸企
业、交通运输行业，防范虚开增值
税发票等。

此外，将开展退(免)税人工审核
初审环节前移试点，利用网上办税平
台开通出口企业电子信息运输通道；
加强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产品的监控
管理，防范出口骗税；全面落实新的
车购税征收管理办法和公告，探索建
立车购税风险分析指标体系；加大重
大税收违法案件查处力度，重点查出
发票违法犯罪、骗取出口退(免)税和
偷逃税案件等。

营营改改增增范范围围扩扩至至四四大大行行业业
预计将涉及全市3 . 4万户纳税人

本报1月28日讯 (记
者 刘振 ) 近日，德州
晶华集团振华玻璃有限
公司在线监测数据超标，
其中氮氧化物超标3 . 7
倍。经环保部门调查，该
公司二线、三线脱硝设施
至今未建设，二线污染治
理设施建成未投运，导致
该公司两个烟囱外排污
染物超标。

据德州市环保部门
调查，德州晶华集团振华
玻璃有限公司现有浮法
玻璃生产线三条，一线已
于2011年全面停产，二
线、三线因玻璃生产特殊

工艺要求及冬季供暖，不
能完全停产。目前该公司
因经营困难、资金紧张，
虽已投入近3000万元建
设两线脱硫除尘设施，但
仍未严格落实德州市政
府[2013]106号文限期整
改要求，二线、三线脱硝
设施至今未建设，二线污
染治理设施建成未投运，
致使该公司两个烟囱外
排污染物超标。

下一步，德州环保部
门将加大监管力度，对于
环境污染行为，按新环保
法要求，实施处罚并限产
治理。

振华玻璃厂超标排放被罚

本报1月28日讯(记者
孙婷婷) 28日，记者在

全市劳动密集型企业消
防安全专项治理现场会
上了解到，全市目前仍有
部分隐患尚未整改，其中
德城区5处、经济技术开
发区1处、临邑两处、陵县
1处、武城1处严重威胁公
共安全，重大、区域性火
灾隐患未得到整改。

另外，区域性火灾隐
患形势依然严峻，德城
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运
河经济开发区、乐陵、庆
云商品批发、旧货等各类
市场大量存在，禹城、齐

河、平原、陵县食品加工、
棉麻纺织、服装加工企业
密集，夏津、武城绵麻收
购、加工企业成片聚集，宁
津家具制造行业区域发
展，临邑化工企业、劳动密
集型企业普遍存在，这些
区域和企业存在的隐患还
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全市‘两会’和春节
日益临近，我们将着重抓
好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及
地下建筑、易燃易爆场所
等重点场所的消防安全
工作，严格督促相关单位
落实主体责任。”德州市
消防支队刘队长说。

部分消防隐患未整改到位

本报1月2 8日讯
(记者 刘振 通讯员

尚阳 ) 近日，山东
省 旅 游 局 命 名 表 彰
2013-2014年度诚信旅
游示范单位，德州市
贵都大酒店、禹城阿
波罗大酒店、禹王亭
博物馆、乐陵市千年
枣林游览区、庆云县
海岛金山寺景区五家
旅游企业榜上有名。

在检查验收过程
中，验收组对德州申
报企业的规范管理、
诚信守信、安全经营
等方面的做法给予了

充分肯定，认为德州
市诚信旅游示范创建
单位能够建立诚信制
度，健全诚信奖罚机
制，倡导诚信行为，提
供的服务项目明码标
价、货真价实、公平交
易，无价格欺诈，坚持

“ 微 笑 迎 宾 、有 问 必
答、有求必应”好客服
务宗旨，为宾客提供
细致周到、热情规范
的服务。今后，德州市
旅游局将以此次命名
表彰为新起点，继续
在全市旅游企业中开
展诚信创建活动。

本报1月2 8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
员 王华 ) 2 6 日上
午，山东株丕特 风 力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给德州政务服
务中心工商局外资窗
口送来一面锦旗，以
感谢工作人员急企业
所急、想企业所想，真
心为企业提供优质高
效服务。

山东株丕特风力
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于
2006年在德州工商局
注册登记，注册资本
1480万丹麦克朗，经营

范围是玻璃钢制品生
产，销售等。因该公司
中方投资人撤资，急需
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窗
口工作人员得知后，提
前介入指导服务，在材
料多，手续复杂的情况
下，积极帮助其完善材
料，温馨、高效的为其
办结变更登记，解决了
企业燃眉之急。

近日，德州市工商
局企业注册局外资科
先后为多家企业事前
指导限时服务、延时服
务、跟踪服务等举措，
受到企业一致好评。

提前介入服务外资企业

从2011年开始，德城区邹李庄社区就纳入了城中村改造规划，该项目占地
162亩，建成后可安置回迁居民1200户，28日，记者了解到，目前工人正忙着铺设
钢筋，2016年可交付使用。 本报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宜乐 摄影报道赶赶进进度度

本报1月2 8日讯
(记者 王乐伟 ) 2 7

日 ，记 者 了 解 到 ，德
州市卫计委2014年投
入81万元为暂不能提
供中医药服务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中
药橱、煎药一体机等
中医药设备，提升全
市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

2014年，德州市卫
计委投入81万元为暂
不能提供中医药服务
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配备中药橱、煎药一体
机等中医药设备。组织
专家对全市各县 (市、
区)基层中医药服务能
力提升工程措施落实
和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全面督导检查，并
顺利通过了省卫生计
生委对德州市提升工
程实施情况的中期评
估。通过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的深
入实施，德州市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达到新
水平。

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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