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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省省委委巡巡视视组组进进驻驻临临邑邑紧紧盯盯一一把把手手
多种方式可举报选拔任用干部等问题

开启回温步伐

最高温至15℃

去年捐款超一亿元

慈慈善善收收支支将将向向社社会会公公开开““晾晾晒晒””

50余名志愿者

雷锋日上门服务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孙婷婷)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今天新一轮雨雪
天气在南方展开，不少地区出现“正月
十五雪打灯”的局面，但对于德州地区
来说，雨雪较小，晴朗和多云是主角，
伴随着冷空气的离开，气温率先开始
回升。5日，德城区的最低气温0 . 3℃，
下午开始回升到了9℃。

6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惊蛰”，
天气回暖，春雷惊醒了地下冬眠的昆
虫，“惊蛰”时逢“九九”接近“九尽”，土
壤完全解冻，但这个时候乍暖还寒，保
暖工作仍不容忽视。

最新气象资料显示，6日，多云，南
风3～4级，最低气温0℃，最高气温
12℃。7日，多云，南风3～4级，最低气
温2℃，最高气温15℃。8日，多云，南风
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4℃，最高气
温12℃。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范宜超 赵娜 ) 3月5日是
全国第52个“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
16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5日上午
10时，共青团德州市委、市志愿者协会
联合经济技术开发区团工委，开展“青
春志愿行 共筑中国梦”德州市志愿
服务进社区系列活动。

5日上午10时，志愿服务活动在经
济技术开发区长河街道八里庄社区举
行，共50余名青年志愿者为社区居民
志愿服务。

据了解，青年志愿者进社区服务
项目包括四个方面，义务义诊送健康
活动，医疗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免费体
检，赠送药品；助老助残送温暖活动；
卫生清扫送清洁活动和宣传安全用电
送安全活动。

建立诚信记录
人际交往或存档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刘焕程) 为培育广大学生
诚实守信的优良品质，新学期伊始，德
州市教育局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小学诚信教育的通知》，在全市中小学
校广泛开展诚信教育活动，学生们的
作业、考试、人际交往、集体活动等学
习生活方方面面应有的表现都应明
确，并尝试建立诚信记录等约束机制。

今年，德州市计划通过多种形式
的教育活动，使中小学生了解诚信的
基本内容，增强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将诚信纳入学校日常管理评价，学校
要将诚信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制度，明
确学生在作业、考试、自我管理、人际
交往、集体活动等学习生活的方方面
面应有的诚信表现，并尝试建立诚信
记录、考评、追责等各类信用约束机
制。

“三八节”到来之际，国网德州供
电公司的女职工开展了“舞动吧，为
美丽点赞”健身舞比赛和“快乐吧，为

‘煮’妇点赞”女职工包饺子比赛。
通讯员 王衍 王新明 摄影报道

展风采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李
榕) 3月5日，记者了解到，按
照省委统一部署，省委第八
巡视组已经进驻临邑县开展
专项巡视工作，至3月20日结
束。在巡视期间，市民可通过
电话、网上举报、巡视组信箱
等多种方式举报和反映。

3月3日下午，省委第八
巡视组专项巡视临邑县工作
动员会召开。根据安排，巡视
组在临邑县的工作时间，从
2015年3月3日开始，至3月20
日结束。为便于干部群众反

映情况，巡视组建立了多种
联 系 方 式 。联 系 电 话 ：
18668931852(接听电话时间
为：早8：00—晚18：00，可发
短信)；开通网上举报信箱，使
用方式是登陆山东省纪委监
察厅网站(www.sdjj.gov.cn)
后，在巡视工作专题中点击
巡视组信箱，按照提示内容
输入即可；在临邑县洛北宾
馆大门口(县委招待所)设置
了巡视组信箱。

省委巡视组主要受理反映
临邑县党委和人大、政府、政协

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问题
以及与巡视工作有关的来信来
电来访，重点是关于党风廉政
建设、作风建设、执行政治纪律
和选拔任用干部方面的举报和
反映。其他不属于巡视受理范
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有
关部门处理。

此外，根据今年公布的
第一轮巡视名单安排，德州
平原县、夏津县两县也将陆
续接受省委巡视机构专项巡
视。今年专项巡视将聚焦重
点人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特

别要注重发现在党的十八大
和教育实践活动之后仍不收
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
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
岗位且可能提拔使用的党员
领导干部的问题。

据悉，去年该省巡视机
构分3轮对2个市和19个省直
部门进行常规巡视，对2所省
属高校、2家省管企业进行专
项巡视，依据巡视发现的问
题线索已立案59件，其中涉
及厅级干部3人、县处级干部
33人。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郭超 刘悦)
3月5日，记者从德州市慈善总
会了解到，2014年全市慈善组
织共接收社会各界和人民群
众捐赠(含物折款)共计1 . 16
亿元，其中市慈善总会接收捐
赠(含物折款)1362万元。目前
已经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
督，届时慈善收支将向社会公
开“晾晒”。

去年一年，全市慈善组织
共接收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
捐赠(含物折款)共计1 . 16亿

元，超额完成年初1亿元的指
导计划数，其中市慈善总会接
收捐赠(含物折款)1362万元，
县市区接收捐赠(含物折款)
1 . 03亿元，都超额完成了预
定计划。

而在慈善支出方面，针
对贫困大学生及困难家庭的
救助仍占较大比重。其中，
2014年度，全市共救助困难
群众4 . 9万人次，累计发放救
助款物4642万元，其中全市
大学生慈善救助2153人次，
发放助学金680万元；各县市

区共救助困难群众4 . 4万人
次，发放救助款物3180万元；
市慈善总会共救助困难群众
4870人次，发放救助款物共
计1462万元。

“目前已经接受审计部门
的审计监督，届时审计结果和
款物接收、资金流向情况将向
社会公开‘晾晒’。”德州市慈
善总会相关负责人称，去年慈
善公信力进一步增强，全市各
级慈善组织在制度上不断完
善，以制度管事管人管钱、以
制度规范运行；在钱物运作上

做到公开透明，建立了项目档
案和受助人档案等。

目前，13个县(市、区)已
全部建立了慈善总会，全部建
立了慈善总会，134个乡镇(街
道)全部建立了慈善分会，在
条件成熟的村(社区)建立慈
善工作站1322个；各级义工组
织612个，义工总数达到1 . 1
万人；在城区市直机关和大中
企业建立了20个慈善分会、90
家慈善工作站；设立慈善冠名
基金、定向冠名救助基金25
个，基金总额534万元。

清理 3月5日上午8时，在德兴南大道上，一位环卫工人蹲在绿化带旁，正往外扒拉“藏”在绿化带内的枯枝、落叶和
垃圾。绿化带里的垃圾清理起来十分费劲，呼吁市民不要乱扔垃圾，自觉维护城市环境。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孙婷
婷 通讯员 范宜超 赵娜)

3月4日，共青团德州市二十
一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市
委党校召开，研究部署2015年
工作任务。进一步规范团员发
展。以“青春导航行动”为载体，
开展了“寻找2014德州最美青
少年”活动，评选优秀共青团员
(团干部)、十佳乡镇团委书记、
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等活
动，培育了一批先进典型。

今年，面对新形势团市委
还将继续弘扬正能量，传播好
声音。在助力经济建设方面，
团市委今年将组织青联委员、
青年企业家积极对接发达地
区青联、青企协组织，走出去

参观交流，服务招商引资。加
强青年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和
见习基地建设，服务民营经济
发展。深化与农信社、邮储银
行等金融机构合作，为农村青
年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同时，加强与经济、金融、
高校等部门协作，为创业青年
提供政策、项目、人才、资金等
支持，助推青年就业创业。引
导鼓励农村青年创办家庭农
场，加强农村青年就业创业培
训工作，围绕农业产业化、专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电子商
务等组织专题培训班。扩大
市、县青年致富带头人联谊会
规模，加强与外地致富带头人
联谊会的交流。

金融机构助力青年创业

本报3月5日讯(记者 王
乐伟 通讯员 杜玉梅) 5
日上午，德州市卫计系统迎
接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方
案出炉，强调重点加强对公
共场所“四小行业”的卫生监
管，重点整治小浴室、小美容
美发厅、小歌舞厅、小旅店
(馆)等无证照经营行为，对
整改不达标的一律关门停
业。

根据要求，“四小行业”
专项整治被列为工作重点，
各区、街办、社区实行分片包
街逐街定点责任制，逐巷、逐
个单位的排查和整治，经过
整治，小浴室、小美容美发
厅、小歌舞厅、小旅店(馆)等

经营资格要合法，室内外环
境整洁，硬件设施符合相应
国家标准要求，从业人员取
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方案指出，卫计系统负
责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重
点场所卫生、公共卫生和医
疗服务、爱国卫生组织管理、
病媒生物控制及环境卫生等
几大项工作任务。

据了解，德州市卫计委
将采取日常巡查、暗访和抽
查等形式，加强检查督导，并
实行每周调度制度。对思想
认识不到位、措施不得力、成
效不明显，或者消极应付、推
诿扯皮的单位和个人，一律
进行通报批评。

分片包街整改四小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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