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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过年过得楼市更淡了

样样本本均均价价又又便便宜宜了了3311元元

乐陵>>

企业返岗率超九成

平原>>

力争改善空气质量

寒假结束了就要过“苦日子”

宿宿舍舍太太冷冷有有人人在在外外住住宾宾馆馆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
员 贾鹏) 3月2日，记者了解到，乐陵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显示，今年
乐陵企业员工返岗率超过90%，加上新
招的一批员工，基本能满足企业的用工
需求，节后企业未现“用工荒”。

据了解，乐陵金麒麟、国强、泰山、
飞达等企业在放假前给员工送上慰问
信和招工简章，希望他们回乡动员更多
的人前来就业，并承诺给“介绍人”一定
的报酬。通过这个渠道进企业打工的新
员工有3000多人左右。此外，乐陵部分企
业还与30多家高校和技工学校接洽，开
展订单式招聘，有的企业为员工解决养
老保险问题，有的发放“亲情养老金”等
多种方式解决节后“用工荒”。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
员 房德进) 3月2日，记者从平原县环
保局获悉，今年平原县将全力攻坚大气
污染，力争2015年大气中SO2、NO2、可吸
入颗粒物、PM2 . 5四项污染物浓度分别
控制在64、42、129和70ug/m3以下，2015年
底空气质量比2010年改善20%以上。

目前，该县8家20吨以上燃煤锅
炉，10家10吨至20吨燃煤锅炉，95家10

吨以下燃煤锅炉，已基本完成除尘、脱
硫、脱硝设施的升级改造。今年将重点
抓好燃煤锅炉治污设施的验收和稳定
运行，强化现场环境监察和监测，确保
燃煤锅炉达到新排放标准要求。

此外还全面推进化工、医药、喷涂
等行业无组织排放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的治理工作，对辖区内62座加油站进行
集中治理，增上油气回收治理设施，目
前已完成57家并纳入了日常监管范围。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贺
莹莹 ) 近日，记者在中国房
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
报告中了解到，由于二月份
恰逢春节模式，二月份房价
环比一月下降0 . 70%，样本均
价为4418元，比一月份每平
方米下降31元。

数据显示，全国100个城
市 (新建 )住宅平均价格为
10539元/平方米，环比小幅
下跌0 . 24%。从涨跌城市个数
看，39个城市环比上涨，61个
城市环比下跌。与1月相比，2
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数量

减少 5个。德州上月跌幅为
0 . 70%，样本平均价格为4418
元，较1月4449元每平方米下
跌31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月2 8日网签量达到9 4 0余
套，环比上月下跌。

据报告分析称，整体来
看，受春节假期影响，楼市进
入传统淡季，供需均表现平
淡，百城住宅均价整体稳中
略降，绝大多数城市价格变
化在1%以内。政策方面，节
前央行宣布降低存款准备金
率，该政策的出台将优化资
金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有效

改善市场预期，维持企业信
心平稳。企业策略方面，年初
销售速度放缓，房企推盘力
度减弱，拿地积极性略有增
强 ，为 迎 接 3 月 楼 市“ 小 阳
春 ”蓄 力 。2 月 正 逢 春 节 假
期，企业新盘推广和价格调
整处于全年低点，楼市整体
出现波动。展望未来，在经历
去年的调整期后，随着各项
利好政策叠加，市场各方预
期企稳。伴随着春天的到来，
各种“微放松”政策组合效应
将持续显现，若房企抓住有
利时机，采取积极的销售策

略，楼市“小阳春”或将如期
而至。

据业内人士分析称，2月
楼市成交下滑属于意料之中
的事情，小幅度成交下降不
能说明什么。春节期间历来
都是楼市淡季，成交低很正
常。不少开发商会在春节期
间养精蓄锐期望在节后3月
份有所表现，此外，3月开始
央行降息以及不动产登记制
度开始实施，降息的叠加效
应会对市场带来不同程度的
回暖。能否真正迎来“小阳
春”还是值得期待的。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王
明婧 ) 3月2日，德州学院的
学生们结束寒假，迎来新学
期。与家里舒适的条件相比，
有的学生不太适应开学生活，
笑称“一夜回到解放前”。

中午阳光明媚，德州学院
的校园内不时出现拉着行李
箱返校学生的身影。对于已经
到校的学生来说，开学第一件
头等大事是晒被子。宿舍楼前

的空地上，到处挂满了被褥，
有些来晚的学生找不到晾晒
空地，只能摊放在电动车、休
息椅或直接搭在树枝上。学生
小王和舍友自带绳子，系在树
枝之间，连运三趟把整个宿舍
的被褥和衣服运到楼下晾晒。
午饭后，她们却发现绳子上多
了些别人的被褥，有一根绳子
不堪重负断掉了，被褥也铺在
了地上。

生命科学学院的小李有
些不适应开学生活，连续在朋
友圈里发不开心的照片。小李
说，寒假期间在家里过得特别
舒服，父母都会做很多好吃
的，而开学后就要吃食堂，还
要挤公共浴室，感觉生活质量
一下子就降低了。

说起开学感受，经管系的
小陈更加沉重。假期前的期末
考试中高数成绩不及格，面临

补考，放假在家时就在复习考
试内容，随着补考时间临近，
小陈的心情更加紧张。

“宿舍没暖气，昨晚盖了两
床被子。”小严在2月28日就返
校了，却发现没有暖气，也没有
热水，有的学生受不了寒冷，搬
到外面的宾馆去住。和小严有
相同感受的学生不止一个，“外
面都比宿舍暖和，我们互相开
玩笑说到外面取取暖。”

老年大学依旧还是那个“怪现象”

学学员员来来了了就就不不想想毕毕业业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李榕) 德

州市老年大学作为全市为数不多的
公办老年大学，每学期的招生都异常
火爆。尽管今年又新增了200余个名
额，但仍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老
年大学的不少学员来了就不想毕业。

“不少老学员不愿离开，新学员也
就很难进来，在报名的人员中老学员能
占到70%左右，新学员仅为30%。”德州
市老年大学副校长李志祥说。

除了一些老学员挤占招生名额
外，“一座难求”的背后更是凸显全市
老年教育资源总量的稀缺。据了解，
目前全市仅有两所设施较为完备、运
行较好的老年大学，其中包括德州市
老年大学，现有的老年教育机构所能
提供的最大就学名额远远不能满足
老年人的需求。

3月2日，记者了解到，师资力量
欠缺、校舍有限是制约老年大学发展
的瓶颈。目前，德州区县一级的老年
大学几乎为零，多数县市区老年教育
资源是以“活动中心”的形式存在，缺
乏规范性、专业性等。

“区县级及以下老年人教育资源则
更不乐观，区县一级的老年大学几乎为
零。”一业内人士透露，场地、人员编制
等均是制约其发展的主因。多数县市区
老年教育资源是以老干部活动中心或
社区活动中心的形式存在，随意性大，
缺乏规范性、专业性等。

“目前老年大学靠财政拨款维
持，单靠收取学费是远远不够的。”德
州市老年大学副校长李志祥也坦言，
以德州市老年大学为例，一直走公益
化办学的路子，课程一般一学期在
100—150元之间。便宜的价格，吸引
了很多精打细算的老年人，也是他们
不愿毕业的重要原因。然而，学校所
收取的学费远远不够支出，只能靠财
政拨款维持。“而学费收入主要用于
支付教师工资，老师一律采用聘任
制，很难留住专业人才。师资力量欠
缺、校舍有限也是制约老年大学发展
的瓶颈。”

3月2日，德州市老年
大学春季班招生的首日报
名火爆，520余人扎堆报
名。报名首日多个专业几
近满额，而新增的保健养
生专业却“遇冷”，仅有三
人报名，去年同样“遇冷”
被临时取消的古筝及英语
(初级班 )因观念转变、新
学员追捧等因素影响致使

“一座难求”。
“各个专业的报名确

实存在‘冰火两重天’的现
象，仅报名首日包括书法、

声乐、电子琴、古诗词、健
身舞等多个专业几近满
额，其中今年新增的保健
养生专业仅有3人报名。”
德州市老年大学副校长李
志祥说，每个专业报名人
数若达不到招生计划的2/
3，将按照规定在该学期取
消该专业。“去年古筝、英
语(初级班)就曾因报名不
理想被迫取消，但今年这
两个专业却异常火爆，基
本已经满额。”

据了解，德州市老年

大学今年春季班开设书
法、摄影、声乐、京剧、太极
拳等16个专业的课程，计
划招生1010人，近年来累
计有近万人次入学。

为了满足更多老人入
学，德州市老年大学今年
又新规划了一层占地600

余平方米的场地，计划设
立4个大教室，每个教室可
容纳60名学生，主要用于
解决舞蹈、声乐等受欢迎
专业“一座难求”的局面。

本报记者 李榕

不少专业“冰火两重天”

老年大学报名现场。 李榕 摄 夏津>>

安全劝导员村口上岗

本报3月2日讯(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滕兆来) 春节期间，为确保春
运安全，夏津县交警大队针对警力
少、任务重的实际情况，积极争取地
方政府的支持，由乡镇政府协调全县
312个行政村选拔了3600多名“老党
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模范、老教师”
等五老人员担任“交通安全劝导员”。

据了解，每一名劝导员把守一个村
口，对进出村庄的机动车进行文明劝
导，并向司机和乘客发放文明交通出行
宣传资料，及时劝阻超速、超员、农用车
非法载人、无牌无证等交通违法行为。
据统计，春运开始以来，这3600多名“五
老”劝导员成为春运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中一支重要的“生力军”，有效地预防和
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县域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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