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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一一直直在在路路上上，，过过节节的的事事不不敢敢想想

查千余处

火灾隐患

44名名接接警警调调度度员员2244时时待待命命
本报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王微 尹岩

一个小时
三次处警

2015年，齐河农商银行制
定了多项切实可行的管理措
施，力求打造新型文明服务示
范网点。为使服务更贴近客
户，出台《文明规范化服务重
奖重罚》管理办法，通过现场、
非现场和第三方暗访等方式
加大检查监督力度，按季推选
文明规范化服务明星，并实行
上墙制度。同时，加强大堂经
理和保安人员管理，从营业网
点环境、服务人员礼仪形象标
准、服务设施管理、服务监督
四个方面，对大堂经理和保安
的文明服务制定出具体的服
务规范，采取现场检查、调阅
监控、网点测评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定期检查，提升工作效率
和网点形象。(张河山 岳超)

齐河农商银行

加强规范管理

提升服务水平
汽车刚停稳，就看见夏

津县福祥纺织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振和急急忙忙从车间走
过来，“听到您们要来，我高
兴的不得了，这次真亏了你
们推出的信贷新服务帮忙，
要不我就亏大了。”他一把拉
住夏津农信社客户经理的手
急切的说。刘振和所说的信
贷新服务指的是优质企业信
贷业务延续服务制度。

夏津县福祥纺织有限
公司是一家经营棉纱纺织
品的公司，产品销往江苏、
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年销
售量能达到1500吨。由于公
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大量流
动资金，刘振和通过房产抵
押在夏津县农信联社贷款
173万元，解决了其资金困
难。然而在贷款即将到期
时，新的问题摆在了刘振和

面前。“贷款到期后，要办理
新贷款，从申请到审批至少
需要7天的时间。公司的生
产可等不了啊！”刘振和无
奈地说。原来，像夏津县福
祥纺织有限公司这样的小
微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资
金需求普遍呈现急、短、频
的特点，普通的放贷流程比
较复杂，在新贷款未发放之
前，产生了资金周转割裂
期，半数左右的小微企业在
日常生产经营中会遇到这
个问题，甚至耽误正常生产
经营，以前的信贷资金也易
形成风险，从而陷入恶性循
环。据了解，在资金断裂期
间，这些企业的应急资金多
通过民间借贷来筹集，而民
间借贷的高额利息毫无疑
问让这些企业雪上加霜。

“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想筹措资金真是太难了。这
几年又赶上棉花的价格持
续低迷，面临销售市场和盈
利能力的巨大挑战，回笼资
金的难度比往年都大，再者
从采购原材料，到加工成
品，再到销售回笼资金，周
期比较长，如何保证资金链
不断，一直是个难题。实在
没办法了，我本来还打算去
那个小额贷款公司筹措应
急资金，没想到你们想到我
们前头了，这样一来我们公
司光融资成本就省了很多，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刘振
和高兴的说道。

为了切实解决小微企
业融资难问题，充分发挥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支农“主力
军”的作用，有力支持“三
农”和小微企业发展 ,山东
省夏津县农信联社在多方

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实行优质企业信贷业务延
续服务制度，采取续贷提前
审查，设立循环贷款的方
式，实现了新老贷款无缝对
接，该制度将贷款审批等各
个环节由事后转变为事前，
新老贷款基本做到了无缝
对接，实现了金融服务的创
新，不仅满足了企业时效性
要求，还提高了信贷资金的
使用效率。

该联社通过此项制度
的实施既保住了存量客户，
又实现了增资扩户，既符合
银监会对小微企业贷款的
增量和增速都不能低于上
年的总体平均水平的“两个
不低于”的安排要求，又得
到了更多企业的信赖和支
持，进一步发挥支持当地经
济的作用，提升了夏津农信
社在当地企业中的影响力。

(郑传涛 杨焱)

新老贷款无缝对接实现社企“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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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王微 尹岩) 为认真做好
元宵节和全国“两会”期间消防安保工
作，3月4日至5日晚，德州市公安消防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了元宵节
消防安全夜查行动，发现并整改火灾
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1498处。

期间，全市消防机构及相关部门
共成立205个检查组，重点对夜间营业
的公众娱乐场所、人员密集场所以及
节庆活动、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主要检查各单位室内
活动使用的建筑物(场所)是否依法通
过消防验收或者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
案，公众聚集场所是否通过使用、营业
前的消防安全检查；临时搭建的建筑
物(场所)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
否落实专人负责巡查检查，是否落实
灭火和应急疏散措施；活动现场消防
设施、器材是否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并
完好有效；活动现场的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和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有烟花
爆竹燃放区域是否落实巡逻防控措
施。据统计，两晚全市公安消防机构共
检查单位952家，发现并督改隐患和消
防违法行为1498处。

本报3月5日讯 (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唐磊) “看花灯、闹元宵。”元
宵节是一个万家灯火，共庆团圆的节
日。万家团圆的时候，普通一线民警是
如何过节的呢？5日上午，记者走进德
城区车站街派出所，与值班民警一起
体验警务室里过元宵节。

5日上午10时23分，德城区车站街
派出所110处警平台接到报警称，温州
服装城二楼两商户发生肢体冲突，请
民警出警处理。接到报警后，派出所民
警立即赶往现场时。经民警调查，发生
冲突的双方是合租温州服装城一间商
铺的两个妇女。在调解室内，经民警劝
解，纠纷双方终于同意握手言和。

谁知这边还没送出门，一个学生
模样的女孩就推门进来要报警称，“我
从华宇打车到火车站来买票，下车后
发现手机落在出租车上了”值班民警
询问出租车牌照、司机模样后，联系出
租车公司。半小时后，好心出租车司机
发现手机后将手机送回派出所。

时至中午，当记者询问，执勤民警
中午如何过节时，一位姓高的民警称

“吃不上元宵就在附近买点饺子代替
“、“午饭后还安排了轮流看视频寻找
走失老人。”

元宵佳节，是家人幸福
团聚的时刻。然而对于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的他们而言，
节日和平时却没有什么不一
样。3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德
州市人民医院、德州市中医
院，一探急诊科医护人员如
何度过元宵佳节。

下午3时许，记者来到德
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当值
护士卢进进正在整理检验
单，她边写边讲着白班开始
后的工作。透过电脑记录单，
记者看到，从上午8时至下午
16时，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出车11次，仅9：10分至9：
32分，就有三次出车记录，其

中一辆车的路线是将病人从
德州市人民医院转院至北京
朝阳医院。卢进进说：“这辆
送病人的车是临时增加的，
远途送病人只能增加车，他
们回来差不多要12个小时，
元宵节就在路上过了。”

“现在还有急救车吗，我
们想把病人转回平原。”下午
4时许，一病人家属来到急诊
台咨询，因急救车都出车在
外，卢进进只能告诉家属让
其等候，急救车回院后再安
排。趁着回答完病人家属的
问题，卢进进赶紧拿起杯子
喝了口水，她的嘴已经有些
微微干裂。

卢进进告诉记者，本来
急诊台上有好几名医护人员
值班，但是急救电话太多，其
他值班人员都跟车出诊了。

就在这时，到河北景县
接病人的急救车回院，空出
急救车后，卢进进赶紧安排
平原的病人转院回家，“回来
家里的节过得也差不多了，
我们也在路上过了。”卢进进
说着，便和当值医生段清成
又踏上了送病人回家的路。

“过节和平时一样，该值
班值班。”德州市人民医院急
诊科主任谭秀岭当天是夜班
当值，晚上19时许，一些人的
团圆饭应该已经上桌，但他

们还在为病人奔波着，谭秀
岭和他的同事们因为接诊没
有中断，晚饭还没有吃，他
说，照往常的经验，晚上十一
二点再补晚饭也是正常。

德州市中医院急诊科护
士长王桂芝说，元宵节和春
节一样，都要根据工作安排
来，没时间陪家人，家人也理
解，“看不到自家放的烟花，
听听别人家的鞭炮声，也有
些许幸福感，只要大家平安
就好。”

窗外的鞭炮声开始密集
起来，当值的医护人员们依
然 坚 守 在 岗 位 上 ，随 时 出
发……

本报记者 王乐伟

作战指挥中心是德州市公
安消防支队的中枢神经，马抗
利、蔡晨祺、宋杨和贾自刚等4名
接警调度员24小时待命，在接警
后的第一时间，根据警情大小、
类型以及位置进行车辆和人员
的调派。

3月5日，是传统佳节“元宵
节”，德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提前
进入二级战备状态，四部接警席
位随时会响起报警的电话声。调
度员戴上耳机，方便接听电话同
时进行记录。9时18分，接警席上
座机响起，天衢工业园盛园路附

近的一处绿化带起火，了解了详
细情况后，立即调派特勤中队的
消防队员赶往现场，为确保警情
在初期阶段被快速处置，这就需
要调度员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
了解险情并完成调派。

今年28岁的马抗利是河南开
封人，已经连续7年奋战在岗位上。

“7年没回家过年了，更别说元宵
节。”马抗利说，冬季是火灾隐患的
高发期，每一位消防员都紧绷着
一根弦，每一次电话响起都揪心。
截止到下午5时，作战指挥中心共
接(处)警21起，无较大险情。

3月5日，武警德州支队的20余名武警战士一早匆匆
吃过元宵后就到火车站进行执勤，他们多是第一次在离
开家人的地方过元宵节。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3月5日，德州市人民医院急诊处医护人员一直在忙碌。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N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