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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城区和平原县开始征招方言发音人

能能说说地地道道德德州州话话，，就就去去试试试试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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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以来，乐陵联社
通过狠抓业务创新、客户营
销、服务提升三个关键点，进
一步完善企业信贷服务体
系，做好支企贷款投放工作。
截至目前，该联社企业贷款余
额19 . 8亿元、较年初增长1 .64
亿元，占新增贷款的144%。

狠抓业务创新，拓宽融
资渠道。一是对辖内企业做
好融资需求调研工作，联社
班子成员及公司业务客户经
理充分利用元旦、春节时机，
对辖内企业进行了分片走
访，重点了解企业的融资需
求及抵、质押物情况，为下一
步贷款营销及产品创新工作
打下基础。二是对掌握的企
业现状进行有针对性的分
析，将企业分类与现有信贷
产品进行挂钩，特别是与近

几年推出的房地产抵押循环
融资贷款、钢结构抵押贷款、

“财务监管+仓单质押”第三
方监管动产质押贷款等新业
务挂钩，以做好针对性的营
销。三是在做好充分调研的
基础上，今年一月份试点推
出了针对调味品企业在“黄
三角调味品新城”购房的“助
商宝”业务，由开发商提供部
分保证金做担保，为购房企
业提供商品房按揭贷款，当
前首笔180万元贷款已完成
审批进入发放程序。

狠抓客户营销，拓展服
务范围。一是通过企业局、工
商局、科技局等部门了解辖
内注册及科技型企业发展情
况，有针对性的做好客户营
销工作；对于刚刚成立不符
合贷款发放条件的企业首先

从账户开立、电子银行业务
等方面进行对接，列入储备
客户做好管理。二是充分做
好产品推广工作，2月12日在
与“黄三角调味品新城”联合
举办的杨安镇信用社新址开
工仪式上，邀请乐陵所有调味
品企业参加并进行了专项对
接，对各类贷款业务进行了广
泛推介。三是对服务客户进行
分类，试点对副食品加工、五
金、调味品等不同类型的企业
划分“客户圈”，以“资源共享、
相互扶持”为原则推进同类型
企业“抱团取暖”，积极应对
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经营可
能会面临的挑战，在实现贷
款投向有效调控的基础上强
化对信贷风险的管控力度。

狠抓服务提升，提高办
贷效率。一是推行限时办贷

制度，对新客户在初步贷前
调查结束、受理业务开始，在
资料齐全的前提下1-2天内
提交审批流程，3-5天内完成
贷款发放工作；对于办理借
新还旧或收回再贷的客户，3
天内操作完成，同时根据“续
贷”政策，对优质客户放宽办
理借新还旧的门槛，尽量为
客户节约转贷成本。二是实
行承诺办贷竞标制度，办理
贷款过程中，在议定利率的
前提下，企业可根据两个公
司部的承诺时限等内容自主
确定承办部室，通过竞争促
进服务质量及办贷效率的提
升。三是对于办理贷款流程
不熟悉的企业，实行上门指
导制度，帮助企业整理资料，
以进一步提高办理贷款的效
率。 (郑海波 孙健)

乐陵联社：狠抓三个关键点，做当地企业的“贴心银行”
“金纽带”春天行动以来，

禹城农商行以“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为目标，准确定位
客户和市场，加快电子银行业
务发展。截至3月15日，电子银
行客户数突破6万户，较年初
增长1 . 1万户。其中，个人网
银、手机银行、企业网银分别
新增5051户、6185户、66户，完
成春天行动计划的165 . 61%、
127%、104 . 76%，位居全市前
列。该行实行“三个引导”，借
力电子银行渠道，引导贷款客
户自助还款，引导个体商户、
中小企业进行转账汇款、往来
结算、代发工资，引导一般客
户到自助设备和“农金通”办
理基础业务，有序分流柜面业
务，电子银行渠道贷款还款率
达90%以上，柜面业务替代率
达69%。 （季海）

禹城农商行电子银行

客户数突破6万户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
明婧 通讯员 罗四新) 为保
存衰危的语言及方言，德州市
响应政策启动中国语言资源有
声数据库山东库建设工程，德
州方言将被永久保留。今年，德
州市将德城区和平原县列为调
查点，公开征招方言发音人和
地方普通话发音人。

此次征招主要面向在德州
老城区和平原县出生和长大的
市民，其中老城区具体范围为
湖滨大道以西，商贸大道以东，

大学路以南，新河路以北，涵盖
德城区和运河开发区周边区
域，可以根据情况适当扩大，未
曾在外地常住(半年以上)，能
说地道的德州方言，家庭语言
环境单纯，本人祖辈三代及配
偶均为本地人，且无在外地一
年以上生活经历。

每个县市区分别征集7名
方言调查对象，其中4名方言发
音人，分别为老年男性、女性各
一人，青年男性、女性各一人；3
名地方普通话发音人，其普通

话水平各相当于三甲、接近三
乙、接近方言，未进行普通话水
平测试者亦可报名，年龄、性别
不限。老年方言发音人出生于
1941年至1952年之间，发音人
身体健康，无缺门牙的情况，文
化水平小学以上，高中以下；青
年方言发音人出生于1971年至
1980年之间，学历不限。

德城区和平原县的报名者
可到德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和平
原县教育局现场报名。专家团
队将根据报名材料进行初选，

电话邀请入围人员参加面试，
经面试确定正式发音人。正式
发音人和候选发音人，根据其
工作量给予适当补贴，采录验
收合格后，山东省语委还将颁
发荣誉证书。

据了解，德城区、平原县将
于2015年完成采集，禹城市、齐
河县、宁津县2016年完成数据
采集，乐陵市、陵城区、庆云县、
临邑县2017年完成数据采集，
夏津县和武城县2018年完成数
据采集。

3月29日，最高气温达到24℃，市民纷纷走出门外，在美丽的春色中惬意度过周末时光。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春色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
乐伟 通讯员 唐洁) 29日，
记者了解到，自3月上旬开始，
德州市城管执法局环卫处对辖
区800余万平方米的绿化带、分
车带、墙基绿地展开了地毯式
排查清理，截至目前，市区已完
成500余万平方米绿化带清理
任务。

据介绍，为保证绿化带清
理工作高效开展，环卫部门在
每天普扫作业后，组织保洁人
员分组进行绿化带清理活动，
将绿化带、分车带、墙基绿地的
垃圾杂物彻底清理干净，本着

“大到整块绿地，小到夹缝间
隙”的原则，点面结合，覆盖全
部绿化带，保证清理后的绿化
带、绿地内无垃圾污物，并出动
垃圾侧装车、电动垃圾收集车
及时将清理的垃圾杂物收集运
输至垃圾点。

截至目前，市区已完成500

余万平方米绿化带清理任务，
极大改善了绿化带、分车带、墙
基绿地的卫生状况。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
乐伟 通讯员 井凤燕 袁
华禹) 29日，记者了解到，自
2月份以来，德州市质监局开
展了机动车检测机构专项监
督 检 查 活 动 ，截 至 目 前 ，已
检 查 机 动 车 检 测 机 构 2 0 余
家。

据了解，此次重点检查了
机动车检测机构是否存在未
获得资质认定证书或超范围
向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等违法
行为；是否存在不按标准进
行检验，伪造检验结果等出
具 虚 假 检 验 结 果 的 违 法 行
为 ；是 否 严 格 按 照 相 关 要
求，对液体危险货物罐体及
其加装紧急切断装置情况进
行检验等。

截至目前，已检查机动车
检测机构20余家，对发现的个
别机动车检测机构存在人员
管理制度不完善，岗位职责不
明确等问题，依法下达了责令
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整
改。

县域快讯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贺
莹莹) 自去年12月份以来，德
城区启动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组织开展的“工程质量治理两年
行动万里行活动”，截至目前，检
查建筑工地44个，下达限期工程
安全整改通知书18份，查出安
全隐患92条，以上问题现均已
整改完毕。

据了解，工程质量治理两
年行动万里行是指围绕工程质

量治理两年行动的重点任务，
一方面，总结工程质量管理先
进经验，展示各地工程质量治
理取得的进展成效，报道工程
质量优秀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典
型事迹；另一方面，加大曝光力
度，及时对工程质量事故或严
重质量问题及有关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曝光，对曝光的违法违规
企业及个人要依法严肃查处，确
保万里行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李榕 通讯员 刘敏 陈桂
敏) 日前，乐陵市举办的春
季麦田管理培训班上，百名
农技员指导春季麦田管理。
目前，共指导农民2000余人，
惠及17个乡镇、街道。

目前，正值小麦返青、起
身期，连日来，乐陵市农业局
以“基层农技推广补助项目”
为依托，组织全市100多名农

技人员进村入户发放《2015
年乐陵市小麦春季管理技术
意见》，举办培训班，并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民开展小
麦春管工作。

农技人员每到一个村，
首先到麦田查看小麦生长
情况，并向群众了解当前小
麦生长中遇到的问题，有针
对地讲解小麦春季田间管
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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