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主打 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编辑：常学艺 美编：任上上 今 日 德 州>>>>

健全市县乡校班五级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安安全全教教育育或或纳纳入入中中考考内内容容
普通高校

招生1.5万人

无房证明

立等可取

年年内内开开建建3300个个农农村村新新型型社社区区
建设幼儿园70所

进入2015年，齐河农商
银行立即行动，开展新一轮
农金员业务检查，对全县180
名农金员进行了进一步的排
查和分析，排查涉及资金使
用及业务操作、设备管理及
安防设施几个方面。查验是
否严格按照累计现金取款和
转账次数为农户办理相关服
务，通过现场突击查验是否

存在挪用客户资金，向客户
打白条等违约、否代客户保
管存折、银行卡、存单，询问
和掌管客户账户密码，对客
户额外收取手续费等损害客
户利益现象。通过检查农金
员办理业务留存的回单，查
验细节不足，促进农金员业
务规范办理，提高支农水平。

(张河山 岳超)

齐河农商银行加强农金员管理增强支农后盾

近日，夏津农信社举办
安防和枪械使用常识培训。
本次培训特邀夏津保安大
队指导员亲临现场，结合当
前社会治安新形势，重点讲
解了节前安全防范常识和
典型案例及枪械使用基本
知识。押运大队全体人员参

加了培训，通过现场演示枪
支等安防设备的正确使用
方法及押运途中注意事项，
以及突发事件的处置应对。
大大提高了守押人员的安
防意识，对创造节前安全环
境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杨焱)

夏津农信社举办安防和枪械使用常识培训

大大运运河河开开发发保保护护出出台台管管理理办办法法

本报3月1日讯 (记者 刘
振) 3月1日，记者从德州市发
改委获悉，2015年社会发展计
划主要指标公布，涉及到，其中
去年年度总人口为582 . 5万人，
今年计划增至588万人，教育、
医疗卫生、就业等多个民生领
域都有了发展硬指标。

今年计划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1 . 5万人，其中本科生0 . 53万
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计划达
96 . 17%，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计划达97 . 43%。德州将实施多
元办学体制改革，鼓励社会办
学，探索实施优质学校与薄弱
学校组建联合校、共同体以及
委托管理等办学方式，努力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实施办
学条件标准化工程、全面改善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程、
学前教育强基工程和教育信息
化建设工程。全市计划新建、改
扩建中小学80所，改造薄弱学
校100所，标准化校舍不低于50

万平方米，建设达到省定标准
幼儿园70所，新增幼儿学位1 . 2

万个。全面提升教育队伍整体
素质，补充教师不少于1200人。

本报3月1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王金祥) 3月
1日，记者在德州市房产管理中
心了解到，为了便于市民快速
领取无房证明，德州市房产管
理中心自主研发房地产档案查
询系统，对之前系统进行升级，
德州中心城区原本需要五个工
作日取出无房证明压缩为立等
可取。

2月25日下午，记者在房产
交易大厅看到，工作人员将市
民展先生的身份证放在居民身
份证阅读机上轻轻一刷，房地
产档案查询系统上就显示出展
先生全家的房产情况，随之房
屋权属证明也打印出来，简简
单单两个动作不足一分钟，就
完成了整个流程。“此次系统是
由市房管中心自主研发，且由
于有些早期房产登记没有身份
信息，所以工作人员前期对3万
余份身份信息进行补录，约半
年时间系统升级与信息补录进
行完毕。”工作人员称。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王明
婧 通讯员 王晓东) 3月1日，
记者从德州市教育局了解到，
2015年将继续加强学校安全工
作，健全“市、县、乡、校、班”五级
安全管理责任体系。据悉，今年
探索将安全教育纳入中考和中
小学期末考试，并协调出台《德
州市校车安全管理意见》。

按照往年要求，中小学每
两周至少开设一节安全教育
课，将安全课纳入市、县两级
优质课和课件的评选范围，寄
宿制学校每学期组织至少一

次宿舍、食堂疏散逃生演练。
为进一步促进安全教育的落
实，今年德州市探索将安全教
育纳入中考考试内容，也或将
在中小学期末考试中有所体
现。据了解，2015年年初，山东
省就开始推进基础教育改革，
并印发了相关意见。德州市也
将贯彻落实政策，于今年推进
中考制度改革和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安全教育内容有可能
在其中体现。

与此同时，备受瞩目的校
车安全也将有法可依。据德州

市教育局安全科的工作人员
说，计划协调出台《德州市校车
安全管理意见》，对取得校车使
用许可审批的校车，健全各项
管理制度和校车档案，教育、公
安、交通运输三部门实行户籍
化管理，依法监管校车运行。建
立警校联络长效机制，在辖区
内公示监督举报电话，对接送
学生非法营运车辆，以及超员、
超速、驾证不符等违法行为，发
现一起治理一起，由公安交管
和交通运输部门依法禁止运营
和处罚，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防反弹。
此外，德州市还将进一步

加强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
专项组办公室建设，建立权责
明确、协调统一的管理联动机
制，重点开展校园及周边区域
的治安防控、交通标志标线落
实、校车许可和运营规范管理、
学生交通安全出行、流动摊点
清理、高危人员管控、学校周边
的危化企业清查、周边危险水
域的隔离和管控、校舍安全定
期排查等方面专项治理，优化
学校周边治安环境。

本报3月1日讯 (记者 李
榕) 2月28日，全市农村工作会
议召开。会上发布《关于加大改
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
设的实施意见》，确定2015年全
市开工建设农村新型社区30
个，续建150个，入住农户达10
万户；新建、改扩建校舍不低于
50万平方米；建设幼儿园70所
等多项惠农举措。

会议确定，2015年全市农
业总产值将增长4%，达到627
亿 元 ;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增 长

11%，达到13470元。
其中，多项举措关乎老百

姓的切身利益。诸如，2015年全
市计划开工建设农村新型社区
30个，续建150个，入住农户10
万户，重点打造100个就业容量
大、带动能力强的农村示范产
业园区；全市计划新建、改扩建
校舍不低于50万平方米，建设
幼儿园70所；推行城乡统一居
民基本医保制度，2015年居民
医保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
380元，落实全省统一的大病保

险政策等。
农业方面，计划新培育家

庭农场150家以上，创建30家市
级示范农场。新发展农民合作
社500家以上，创建100家市级
示范合作社；引导发展农村合
作金融，规范农民合作社内部
开展信用合作业务。加大农村
流通网店整合力度，加快发展
电子商务，新增流通经营网店
1000家。力争新建成粮食高产
创建示范方12个。力争新增规
模以上龙头企业、市级龙头企

业分别在20家、10家以上等。
而大家普遍关心的农民增

收和农村扶贫问题也有详细规
划，落实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
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
综合补贴“四补贴”政策；争取
粮食生产大县、现代农业示范
区等奖励补助政策；实施农民
工职业技能提升、权益保障和
公共服务行动3年计划，全年培
训农民工7 . 5万人；就业服务管
理覆盖率达到100%；力争全市
3 . 3万户、8万人实现脱贫。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李榕) 日前，
德州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大运河(德
州段)遗产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的通
知》，德州将集中修缮、整治和展示一批
具有典型运河遗产价值的文物点(段)，
除依法批准的防洪等重点工程外，任何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在大运河遗产保护
规划范围内进行破坏大运河遗产本体
的工程建设。沿线各县区还将建设遗产
监测平台等，加大对大运河遗产保护监
管力度。

“联合国对世界遗产后续的保护工
作管理更严格、监测更缜密、手段更先
进、渠道更广泛，世界遗产组织会随时
跟踪回访和调查评估，一旦在遗产区和
缓冲区发现存在违反世界遗产保护管
理要求的，将直接影响对大运河(德州
段)的评估，甚至有被取消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危险。”德州市文物局相关工作

人员称。
为加强大运河(德州段)遗产保护管

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德州出台该《通
知》，沿线各县区政府(管委会)须做好大
运河遗产“四有”基础工作，竖立保护标
志、划定保护区划、落实保护管理机构、
完善大运河遗产档案资料；文化(文物)
部门则须建立完善的大运河世界遗产
标识系统，向公众提供真实、完整、规范
的大运河世界遗产信息。

此外，将价值较高、类型稀缺的运
河遗产及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对特
别重要的运河遗产，要编制专项保护规
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大运河沿线
重点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集中修
缮、整治和展示一批具有典型运河遗产
价值的文物点(段)；沿线各县区要建立
健全大运河世界遗产监测机制，建设遗
产监测平台等。

3月1日，明月湖风景区内的迎春花已悄然开放，过往的市民纷纷拿出手机拍下这新春的景色。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迎春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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