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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举办

首届高中足球赛

高考体检一组20人17个戴眼镜

有有人人连连最最大大的的““EE””都都看看不不清清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
常态”带来的挑战，如何实现
稳定发展成为了小微企业与
新型农业组织所面临的难
题。作为扎根基层的金融机
构，近年来，乐陵联社进一步
立足地方实际、深挖信贷需
求，围绕农业产业化企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等主题积极开
展信贷业务，确保地方金融
主力军作用的充分发挥。

“求稳”助力奶牛合作
社度严冬

随着牛奶市场的不景
气，“杀牛倒奶”现象在一些
地区集中出现，奶牛养殖业
继“三聚氰胺”事件后再逢

“严冬”。
在乐陵，近年来随着奶

业的复苏，奶牛养殖逐步成
为当地养殖业的新生力量。
当地农信社在奶牛行业投入

信贷资金2000余万元，其中作
为新型农业组织“主办行”试
点单位，支持当地最大的农
民专业合作社“金亿奶牛养
殖专业合作社”贷款1100万
元。为进一步摸清此次“危机”
对奶牛养殖户产生的影响，
乐陵联社组织人员对该合作
社进行了深入考察。

“一些地方‘杀牛倒奶’
的情况也听说了，不过咱们
这边是定向、定价供应山东
旺旺食品有限公司，暂时还
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从当前
情况来看，暂时也不扩大规
模了，开始组织社员还贷
款。”据了解，该合作社生产
的鲜奶全部以合同约定价
格供给山东旺旺食品有限
公司，销售渠道及价格十分
稳定，使其在中国奶业新一
轮“严冬期”依然保持着欣

欣向荣的活力。
目前，该合作社共有社

员58户、奶牛存栏量2200头、
每日产出鲜奶11吨，是当地
规模最大、发展最为稳定、管
理最为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
社。作为“主办行”，乐陵联社
在其发展过程中发挥着积极
的不可忽视推动作用。

精诚合作造就金色服
务品牌

山东省乐陵市杨安镇由
于其调味品产业蓬勃发展而
被誉为“中国调味品第一
镇”，从这里走出去的调味品

“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大小调
味品市场，“买全国、卖全国”
是对杨安镇调味品商人最为
精确的概括。而在他们的“大
本营”，以飞达、云海等为代
表的136家调味品企业遍布
全镇，已然发展成为全国最
大的调味品集散地。

走进山东飞达集团有
限公司，一阵浓浓的香味扑

面而来。目前该集团生产的
“飘”牌系列调味品及食品、
方便面调料、脱水蔬菜、植
物色素等产品一应俱全，已
经成为当地调味品企业中
的佼佼者。

“近几年来，在与乐陵联
社的合作下，我们集团得到
了快速发展，市场份额与市
场竞争力不断提升。”飞达集
团融资部李经理说。目前，乐
陵联社通过自行发放贷款与
社团贷款的方式，累计为其
提供信贷支持8000万元。

在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的基础上，乐陵联社进一步
加大了对当地农民种植辣
椒、大蒜、甘蓝等作物的信贷
支持力度，飞达集团提供种
子、技术，乐陵联社为其在种
植过程中的肥料、灌溉设备
等提供信贷支持，积极打造
信用社、企业、农户三方受益
的生产模式，实现共赢、和谐
发展。 (郑海波 孙文潇)

乐陵联社：

支农支企应对“新常态”

为响应监管部门共建
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的
号召，近日，山东省夏津县
农信社多措并举开展金融
网络安全知识宣传。发挥点
多面广的优势，在全辖营业
网点通过多媒体电视循环
播放金融网络安全宣传片，
组织全体员工深入乡镇、社
区、村落，在人流密集区域
展开户外宣传，向客户宣传
常见网络风险，如何防范网
络诈骗等金融安全知识。截
至目前，累计发放宣传折页
3000余份，接待有关咨询70
多人次，营造良好宣传氛
围。 (杨焱)

夏津农信社

开展金融网络
安全宣传活动

防止建设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有了硬办法

开开工工前前缴缴纳纳总总造造价价11%%保保证证金金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贺

莹莹) 23日，记者在德州市住
建局了解到，为有效预防和解
决建设领域拖欠民工工资问
题，制定《德州市建筑劳务工
资保证金管理办法》，要求工
程开工前，由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在银行自行开设专户缴
存，专门用于支付被拖欠民工
工资的应急保障资金。不按规
定缴存保证金的建设单位、施
工企业，不允许在德州市范围
内从事建筑市场活动。

据了解，工程开工前，建
设单位、施工单位(总承包企业

或与建设单位直接发生合同
关系的专业承包企业)在银行
自行开设专户缴存，均按工程
项目总造价1%的基准比例分
别缴纳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
并由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缴存单位、受托银行三方共
管，专门用于支付被拖欠民工
工资的应急保障资金。

各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对建设单位、施工企业不
按合同约定拨付工程款或支
付民工工资而引发上访的，应
首先组织各方协调解决，确需
动用保证金时，由施工企业提

出申请，受托银行凭主管部门
批准意见，允许企业应急使
用，并专门支付民工工资。保
证金一经使用，须于30日内按
规定数额补齐。建设单位逾期
未补缴的，其在建项目由所在
地主管部门下达停工令，停办
该建设单位所有项目的建设
手续；对施工企业逾期未补缴
的，依据有关规定在信用评
价、资质管理、限制投标等方
面进行处理。

记者了解到，保证金缴存
实行差别化动态监管，上一年
度严重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

工资，建筑市场信用考核较差
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其保
证金各按2%的比例缴纳。自
2015年1月1日起，连续两年均
有建设项目且无拖欠农民工工
资行为、建筑市场信用考核优
秀的，可免缴保证金。减免期间
如再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行
为，仍按原标准缴纳。不按规定
缴存保证金的建设单位、施工
企业，不允许在德州市范围内
从事建筑市场活动。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后，建设单位已按合
同约定拨付工程款的，可申请
解控该工程项目保证金。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王明
婧) 23日，德州一中的高三生们
进行高考体检。在检测项目中，
视力是一道拦路虎，达到5 . 0的
考生屈指可数，不少人连视力表
上的第一个字符都看不清。

“我看不清棍子，能用手指
吗？”一个女生在视力检测时，
看不清第二行的字符，有些着
急。正在测视力的医生有些无
奈：“棍子比手指头都粗，我用
手指你更看不清了。”

体检现场，高考生们按组
分队，依次进入到检测室里，有

专人挨个检查有无带隐形眼镜
的情况。记者发现，戴眼镜的学
生可真不少，一个小组有20个
人，其中17个都戴眼镜。学生依
次拿起遮眼板，在桌子前站定，
看不远处的视力表，不少学生
连前两行的符号都看不清，一
名男生快趴在桌子上，眯着眼
使劲瞅，却连第二行的符号也
看不清，在医生下定结论后有
些不甘心，喊着：“再测俩！再测
俩！”最终勉强看清第二行的符
号，被拦在第三行4 .2的标准上。

有的学生斜视非常严重，

一名女生需要转头近九十度，
才能看得见。还有的学生靠蒙，
医生指了五六个符号，一个也
没蒙对。还有个别想“耍聪明”
的学生，在检测前拼命背视力
表，也被医生们屡次制止。主检
医生李世军说，每年高考体检，
视力是最大的拦路虎。据检测
视力的医生估算，达到4 . 8标
准的考生不到三成，达到5 . 0
的更是屈指可数。偶有视力较
好的学生，周围的同学总是发
出不可思议的惊呼声。

此次高考体检，考生们将

检查眼科、内科、外科等七个项
目。主检多年的李世军说，为了
保障体检顺利进行，参与体检
的医生三天内开了三个大会，
期间还要开各种培训会等，了
解相关政策，确保数据的准确。

“整个体检下来得用半个
多月。”德州一中的工作人员李
玉才说，一中高考生体检会持
续四五天，后期工作人员还将
对每位考生进行数据筛选，按
照政策看每位考生的专业受限
等情况，再反馈给考生，整个工
作需要半个多月。

眼下，春运虽然已经结束多日，但德州火车站出行的客流依然明显高于日常出行人数。
3月23日上午，乘客在候车室排队等候。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客流不减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王明
婧 通讯员 王开明 ) 为引导
全市校园足球运动，提高校园足
球运动水平，德州市教育局拟定
六月底或七月初举办德州市普通
高中男子足球7对7比赛，这是高
中学校首次参加足球赛。

德州市要求各县市区把校园
足球纳入教学计划，进入体育课
堂，把平时的足球教学与校队训
练相结合，选拔优秀学生进入校
队。今年是举办普通高中校园足
球赛的第一年，针对全市高中校
园足球的现状，今年足球赛暂定
参赛队伍不超过六支。全市省级
重点高中和省级规范化学校每校
一支代表队，其他高中学校自愿
参赛。愿意参赛的学校可提出申
请，教育局进行筛选。

根据比赛规程，每学校限报
男子足球队1队，运动员12--14

人，领队1人，教练员两人。运动员
必须具有普通高中2012—2014级
学籍。比赛奖励前二名或前三名，
另外根据表现，评出道德风尚奖、
优秀组织奖若干名，根据比赛执
法情况评出优秀裁判员若干名。

剩余劳动力

有所增多

本报3月23日讯(记者 徐良
通讯员 李君) 近日，国家统

计局德州调查队调研显示，受经
济下行的压力影响，农村剩余劳
动力增多，科技文化知识的欠缺
和农产品持续低价使得农民生活
水平较低。

谈及目前“农民”方面存在的
问题，75%的被访农民认为农村
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据分析，农
业用地的缩减和农村产业化结构
调整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解放；
农业专业化生产、产业项目承包、
农村城市化及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的投入造成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
增长。另外，新兴产业快速增长使
农村城市化的建设构成了部分农
业用地的非农产业化，导致农民
失去了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造
成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

调查发现，2015年外出务工
的农民普遍反映形势不如往年，
不少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春
节过后依然留在家里。由于面对
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农民表现
出担忧，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筹
划如何在外出务工形势趋紧的情
况下，寻找新的增收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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