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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将建“双城八纵三横一环”四区三县公交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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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上午，根据德
州市人行统一安排，德州中
行在德州市中心广场开展
了以“宣传金融知识，维护
消 费 者 权 益 ”为 主 题 的

“3 . 15”集中宣传活动。
活动中，参加宣传的15

名德州中行团员青年身着
行服，肩披授带，微笑迎接
每一位过往行人，热情接待
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客户，耐
心解答客户提出的每一个
问题。中行员工的热情、大
方和专业的服务给每一位
过往行人留下了美好的回
忆，成为整个金融宣传展区
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德州
中行的强势宣传行动也引起
了德州诸多媒体的关注，他
们纷纷把镜头留给了中行

的宣传队员。与此同时，德州
中行辖内16家支行也在各自
营 业 网 点 前 分 别 开 展 了

“3 .15”集中宣传活动。
本次“3 . 15”集中宣传

活动自上午9点开始，至12
点结束，德州中行共有110
多名员工通过不同的渠道
参加了此次集中宣传活动，
是参加宣传人数最多的单

位。活动中，德州中行共散
发各类宣传材料5000多份，
接待客户2000多人次，是散
发宣传材料和接待客户最多
的单位。德州中行的“3 .15”集
中宣传活动向社会公众展示
了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真
实诠释了中国银行“担当社
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的
深刻内涵。 （李明远）

担当社会责任，做最好的银行
——— 德州中行积极开展“3 . 15”集中宣传活动

3月15日是消费者权
益日，建行德州分行组织
开展了3·15消费者权益保
护日宣传活动，进一步打
造“德馨服务品牌”，提升
服务水平，营造和谐金融
环境。

3月15日上午，分行办
公室/工会、营运管理部、个
金部、个贷中心、信用卡中
心等部门员工在市中心广
场设置咨询台，开展现场咨
询、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材
料，回答市民咨询，并向来
往市民介绍电子银行、识别
假币、防范金融诈骗及非法
集资等金融知识，让活动现
场的广大市民深深感受到

了建行人的热情服务，拉近
了与消费者的关系，得到了
广大市民的好评。

同时，建行充分发挥自
身渠道优势，利用LED滚动
屏等多媒体工具开展金融

知识宣传，并在营业大厅张
贴宣传标语和海报、设置
咨询台，为每一位来网点
办理业务的客户进行相关
宣传，不断扩大宣传活动
的影响力。 (季宁)

建行德州分行积极开展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宣传活动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李榕 通
讯员 国鑫 明艳) 日前，武城县开
展“党员监督站”试点工作，在全县15

个较大社区设立党员监督站，对涉及
群众利益的低保审核、慰问金发放等
各项涉民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监督站对辖区党员领导干部“八小
时”之外的生活圈、社交圈实施经常性
监督，建立所在辖区党员领导干部监督
台账，实时采集党员干部和机关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廉洁自律、作风方面的问
题，结合搜集到的群众意见建议，举报
信、举报电话和网络举报信箱等内容进
行核实；定期对社区廉情开展分析研
判，对不廉洁、不勤政苗头早发现、早提
醒、早纠正，对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
线索，及时向镇街纪委汇报。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刘振 通
讯员 高宁宁) 近日，乐陵市环保局
深夜组织执法人员兵分四路，对市区
及路周边的化工厂、农药厂等重点企
业进行了突击检查。

在检查中，环境执法人员实地查看
了企业周边水环境状况、环保设施运行
情况和环保设备运行记录、监测数据等
台账资料等情况。并在每家企业的排污
口采集水样10多份，并进行了采样登记
和监测。从现场检查的情况来看，除一
家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治理设施被要
求立即整改外，其余6家在生产企业的
污水处理设施包括在线监控设施都在
运行，均未发现违法排污现象。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乐伟)

近日，陵城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
辖区内组织开展了劣质红酒专项检
查，重点对辖区内超市、酒水供货商和
大型杂货店所销售的红酒进行检查。

此次行动检查重点对象为辖区内
超市、酒水供货商和大型杂货店所销
售的红酒，重点检查内容为查验经营
者证照是否齐全，所销售红酒的标签
标识是否合格，是否能出示检验合格
证书，是否建立进货台账，是否从正规
合法的渠道购销等，严厉打击各种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同时督促经营者履
行食品安全查验义务，提高食品安全
第一责任人的安全意识。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贺莹莹 ) 19日，记者从德州
市交通局运管处获悉，今年
运管处将客运发展转型升级
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将建成

“双城八纵三横一环”四区三
县公交规划格局，调整客运
布局，把大巴开到高铁开不
到的地方去。

据了解，2015年将以建
立班线和公交客运为主体、
出租和旅游客运为补充的新
型客运为目标，发挥道路运

输机动性强、覆盖面广的优
势，充分利用政府主导和市
场主导两种手段，提高为民
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着眼新
型城镇化建设，按照“四区同
建、城际公交、城乡公交一体
化”三个层面布局公共交通。
在全市大盘子下，首先规划
好“双城八纵三横一环”的四
区三县的公交规划，在此基
础上，依靠快客的公交化改
造，用市场的办法发展城际
公交，在四区范围内以政府

为主导发展城市公交。各县
(市区)要推行禹城公交一体
化示范县的经验，加快城乡
公交一体化的工作步伐，更
大程度地惠及民生。

调整客运布局，“把大巴
开到高铁开不到的地方去”，
填补铁路、民航的网络空白。
要加大创新力度，针对日益
增多的包车业务需求，发展
旅游包车、返乡包车、工勤包
车等，由“站到站”转变为“门
到门”服务，增强道路客运的

核心竞争力。
另外，全力推进甩挂运输

试点建设，注重甩挂运输绩效
考核，切实提高甩挂比重，提高
道路运输效率。今年要在全市
培育认证20家运输电商企业。
从出租汽车企业和驾驶员两方
面加强监管，加强对出租车驾
驶员的现场检查。集中一段时
间对驾校、车辆、教练员进行集
中整顿，探索将驾校招生培训
率、考试合格率与招生能力规
模挂钩机制。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王
明婧 通讯员 王晓东 ) 开
学期间，德州市教育局对全市
48所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安全
抽查，对发现的亮点工作和存
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此次检查
又发现22项安全隐患，德州市
教育局要求强制整改，并将落
实情况于3月底前上报。

此次春季开学抽查，尽管
有不少工作亮点，但又发现一
些隐患。其中，宿舍安全方面，
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小学门卫室
北侧墙院墙体外倾，禹城市某
中学校内有建筑施工，德州市
教育局勒令加强管理。安保和
宿舍管理方面，不少学校存在

宿舍卫生条件差、人员拥挤等
问题，其中陵城区某小学不锈
钢防护窗全封闭未留逃生口，
不符合消防安全。德城区某小
学操场跑道用煤渣铺成，学生
快跑时容易跌倒，校门口离一
条小河很近，应设立警示牌。食
品安全方面，武城县某中学、小
学和幼儿园共用一个食堂，操
作间和幼儿餐厅同处一间，卫
生状况不达标。

此次检查共发现22项安
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德
州市教育局要求强制整改，彻
查辖区内不安全因素，逐项落
实整改，并将落实情况于3月
底上报。

抽查48所中小学幼儿园

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王微
尹岩) 19日，德州市消防支
队接到群众举报称，在大学
路一加油站存在灭火器材
老化现象。接到举报后，消
防部门立即对该加油站进
行了检查核实，发现加油站
内三具灭火器存在压力不
足、瓶体锈蚀等现象，消防
执法人员依法对该加油站
下发了责令改正通知书。

据了解，根据德州市政
府有关要求，消防部门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5个
月的非法加油站消防专项
治理。同时，呼吁引导全社

会积极参与治理工作。市民
可以通过96119电话举报投
诉。

此次消防专项治理重
点是，站点有无消防审核、
验收合格手续；已经验收合
格的站点是否因周边环境
变化造成防火间距不足、消
防安全布局不符合消防技
术标准要求等新隐患；消防
安全制度是否制定和完善；
消防设施、器材是否配备齐
全、完好有效；电气防雷防
爆设备是否定期检测；是否
及时申报消防安全重点单
位备案；负责对存在消防安
全隐患站点的依法处置。

加油站三具灭火器不合格

新护栏 近日，德兴大道(天衢路至三八路段)新安装了隔离护栏，来往车辆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徐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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