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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农补贴

下月到位

防治虫害

三家获赞

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本月正式落地

““唯唯一一住住房房””至至少少补补偿偿4455平平方方米米

高校自主招生取消“校荐制”

参参加加自自荐荐的的学学生生要要抓抓紧紧了了

中小学生也要考德育 节能监察打出组合拳

食药典型

上红黑榜

本报3月1 1日讯 (记者
徐良 通讯员 骆兰平 )
2014年，德州市棉花良种

补贴面积 4 0 . 3万余亩。近
日，记者从德州市农业局获
悉，德州共获棉花目标价格
补贴9 4 7 7万元，4月8日前，
每亩235元的补贴资金将拨
至农民“齐鲁惠民一本 (卡 )

通”账户。
“棉花实行市场价，我

家棉花每斤只卖到3 . 2元，
还比往年低了好几块钱，高
产却卖不上高价。”2014年，
夏津县南城镇的王娜种了6

亩棉花，国家取消棉花临时
收储政策后，每亩地少收入
近千元，多劳却未能多得，
她一直盼着下发补贴资金
来找些平衡。

“4月8日前，各县市区
完成补贴数据录入、补贴公
示等工作，届时补贴资金将
拨至农民‘齐鲁惠民一本
(卡)通’账户。”德州市农业
局工作人员称，德州市已启
动补贴工作进度旬通报制
度，坚决杜绝截留、挤占、挪
用补贴，村集体代领补贴，
用补贴抵顶各种欠款等违
规违纪行为。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徐良 通讯员 王尽松 )

近日，“2014年度山东省农作
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优
秀服务组织”名单公布，山东
齐力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夏津农家丰植保农机服务专
业合作社、临邑县富民小麦
种植专业合作社等3个服务
组织入选其中。

德州市高度重视农作物
病虫害统防统治工作，始终
把病虫害统防统治作为提高
防效，提升产能，促进增收
的重要措施，强力推进。目
前，全市共有植保专业化防
治组织3 4 7个，其中在工商
或民政部门注册的1 9 1个，
从业人员达8000多人，拥有
机械装备1 . 6万余台，日作业
能力25万亩。

2014年，全市共完成农
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面积
869 . 1万亩次，覆盖面积483 . 5

万亩，居全省前列。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王琦霞 )

11日，记者从德城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获悉，该局
将创评“红黑榜”，强化示范
创建与违法警示作用，对违
法违规行为、典型案例发布
食品药品安全“黑名单”。

记者了解到，德城区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通过创
评“红黑榜”，强化示范创建
与违法警示作用，通过示范
建设创出“红榜”，对违法警
示评出“黑榜”，对违法违规
行为、典型案例发布食品药
品安全“黑名单”，起到违法
警示作用。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李
榕) 3月11日，记者了解到，《山
东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
偿条例》将从本月起正式实施，
目前该政策已在德州落地。今
后旧城改建中超半数被征收人
不同意补偿方案的，政府须开
听证会修改方案，补偿方面，将
对被征收住宅房屋实行“拆旧
补新”，对于只有一套住宅的被
征收人，补偿房屋建筑面积不
能低于45平方米。

为减少旧城改建带来的

纠纷，《条例》明确规定因旧城
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超过半
数的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
方案不符合国务院房屋征收
补偿条例和相关规定的，市、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
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
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
方案。

新补偿条例中明确被征收
房屋价值范围，包括房屋价值、
房屋装饰装修价值以及附属于
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

值等。按规定，对被征收住宅房
屋价值的补偿，按照房屋征收
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所处
区位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价格评
估确定，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
构评估确定；对被征收非住宅
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
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
屋所处区位类似房地产的市场
价格，由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
评估确定。

记者了解到，按新规定各
地住宅房屋最低价格补偿标

准一般设定为新建商品房市
场价格的90%，而德州此前实
施的城区房屋拆迁最低价格
补助标准为，不得低于同区位
新建普通商品房市场价格的
93%。

此外，按规定，征收个人住
宅，被征收人只有一套住宅房
屋，且该房屋建筑面积低于45
平方米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
对被征收人进行最低面积补
偿，最低面积补偿标准不得少
于45平方米建筑面积。

本报3月11日讯 (记者 王
明婧 ) 每年三月初，是高校自
主招生最热闹的时候，高中按
照分配的名额向高校推荐优才
生，可以在高考中获得优惠政
策。随着2015年各高校自主招
生简章的公布，高中不再有推
荐学生的名额，改为学生自由
申请。原本在寒假前后举行的
自主招生考试也改为高考后，
给学生更多的复习时间。

以德州一中为例，每年有
将近一百个各高校的推荐名
额，约四五十人用上了自招名

额。虽然还有不少学生进了更
理想的名校，但自招合格证可
让 考 生 更 安 心 去 高 考 。据 了
解，每年自主招生高校分配的
名额都会有变动，高校根据中
学上一年的报考人数，分配各
高中的推荐名额，以此保障优
秀生源。获得推荐的考生，可
以高考享受优惠政策，如2014
年，德州一中校长可实名推荐
一名最优秀的理科生参加北
京大学选拔，经推荐的学生能
拿到北大加60分录取的“优惠
券”。

“改革后高考变得更加公
平了。”德州一中的工作人员
说，今年自主招生的高校需要
将参加考核的考生名单等相
关信息，分别在本校、生源所
在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及教育
部阳光高考平台上进行公示，
考核过程全程录像，保障考核
的公平性。学校推荐制的取消
没有打消优才生们的积极性，
两天前，德州一中陆续接到学
生们的自荐申请，目前盖完章
的已有十多份。报名申请将持
续整个三月份，四月底前高校

将审核后的考生名单进行公
示。

往年自招的“华约”、“北
约”和“卓越联盟”已经不存在，
一校一招生办法可谓史上最多
的招生方式，让不少考生和家
长挑花了眼。在此提醒考生和
家长，有的学校规定除了自己
的这所高校，其余都不可以报
考，且不少高校的考试时间设
在高考后的6月13日或14日，

“撞车”的几率比较大，所以不
是考生想报多少所高校都行，
选择学校一定要找准定位。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王明
婧) 日前，《山东省中小学生德
育综合改革行动计划(2015-2020
年)》出台，计划用五年时间构建
德育网络。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
教学轻社会实践等现象尚未得
到根本改变，为促进学生健康成
长，德州市将促进德育建设，提高
中小学生的道德素养。

到2016年，中小学全面建立
班级、年级、校级家长委员会，
实施家庭教育普及工程。成立
学校社区教育理事会，加强对
学校周边歌舞厅、游戏机房、网

吧等娱乐场所和书籍、报刊、音
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监督与
管理，为青少年成长提供健康、
绿色、安全的环境。

按照部署，小学德育课不
留书面作业，学业评价采用日
常品德习惯养成纪实性考核办
法。初中德育课倡导开卷考试，
增强是非观、价值观的考察考
核，重点考察学生案例分析和
道德判断能力。高中德育课采
用笔试、撰写小论文、调查报告
和行为表现考评等方式，考核
综合素质。

本报3月11日讯(记者 刘
振 通讯员 范桂贞) 近日，
德州市出台了2015年节能监察
工作方案，《方案》明确了2015
年全市节能监察工作的重点，
今年将完成全市49家省千家重
点用能单位及19家省公布的
5000吨标准煤以上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监察，对全市140家用能
单位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
能评估审查制度和落后用能产
品、设备和生产工艺淘汰制度
情况进行监察。

据了解，日常节能监察以

市节能监察支队为主体、县节
能监察大队全程参与，对全市
140家用能单位执行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和
落后用能产品、设备和生产工
艺淘汰制度情况进行监察。“对
全市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岗
位设立及能源管理负责人聘任
(备案)情况进行监察，对未按
规定落实的，依法督促其整
改。”德州市经信委工作人员
称，市经信委将重新公布全市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管理负责人
聘任(备案)情况。

3月11日，在三八路人力资源市场，一个招聘家政、保洁人员的老人，坐在单车上吹起口琴，身边还
放着用塑料管自制的竖笛，打发着闲暇时间，也吸引着找工作的人们围观，看来要想做好工作还需有

“一技之长”。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等“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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