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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卫生城复审推动标杆单位建设

997700家家““四四小小””上上整整治治名名单单

德城区>>

棚户改造施工顺利

经济技术开发区>>

全区建数字化校园

县域快讯

制造业结构调整升级渐露端倪

前前两两月月汽汽车车制制造造业业投投资资翻翻倍倍

在本月初召开的禹城市经济
工作会议上，禹城农商行一举拿下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先进单位”、
“金融工作先进单位”、“纳税先进
企业”等5项荣誉称号，这是该行围
绕中心大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取
得的又一丰硕成果。

凤凰涅槃 改制成效显著

由农信社变为农商行，禹城农
商行的历史包袱有效化解，经营范
围进一步扩大，全员干事创业的氛
围更加高涨。该行不断优化制度流
程，在全省率先上线绩效考评系
统，在全市率先建设流程银行，管
理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改革信

贷架构，组建贷款“四个中心”，办
贷效率明显提高。开办理财、外汇
等新业务，升级成为货真价实的银
行。截至2014年末，存贷款总额突
破百亿元大关，其中存款59 . 4亿
元、贷款41 . 1亿元，市场占有率分
别达38 . 76%和29 . 66%，稳居禹城
各金融机构首位。全年纳税6700余
万元，增长38%，赢得了地方政府
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

信贷扶持 助力千行百业

一次次信贷扶持，一组组鲜活
数字，满怀着禹城农商行的支农情
怀。该行率先在县域开展信用工程
和社区银行建设，对优质农户实行

“贷款优先、利率优惠、手续简化”
的信贷倾斜政策，对沿街商户、专
业市场主动上门服务，大力推行贷
款证和贷款上柜台，阳光办贷水平
明显提高，累计评定信用户6 . 3万
户，授信28 . 09亿元、用信13 . 7亿
元。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等加大资金倾斜力度，重点扶持了
伦镇向阳坡有机蔬菜种植、安仁王
子付奶牛养殖、石屯草莓采摘等一
批优势产业项目，促进了农业转型
增效。与此同时，围绕当地“6+2”主
导产业，对禹王、福田等科技型、成
长型、规模型企业，最大限度满足
其资金需求，累计增加授信1 . 8亿
元，引入域外资金1 . 4亿元。对百余
家小微企业加大信贷支持，发放小

额担保贴息贷款2700万元；扩大厂
房、仓单等抵质押创新，发放抵质
押贷款5 . 2亿元；扶持从事生态保
护的项目和企业，发放贷款2400万
元，解决了企业规模小、融资难等
问题。对经营困难的企业，坚持不
抽贷、不压贷，维护了企业稳定大
局和经济秩序。

科技引领 服务环境改善

禹城农商行大力推广电子化
服务，引导贷户通过电子银行渠道
还本付息，个体商户及中小企业在
线交易结算，享受现代化的金融服
务，减少“跑银行”次数和等待时
间，电子银行签约用户累计达5万

户，电子银行业务替代率达68%。
全面发展社区金融，在农村社区广
泛布放电子机具，设立助农取款服
务点220个，实现了“镇乡有网点、
村村有服务”的目标。在38家网点
及中心城区、商贸圈、居民生活区
周 边 发 展 自 助 银 行 ，累 计 布 放
ATM、存取款一体机82台，构建起
全天候服务网络。此外，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通过进小区、进学校、进
市场、进企业、进村组，倾听客户声
音，开展志愿帮扶、上门服务、兑零
币、反假币、防诈骗、产品宣传等互
动活动，拉近了与客户之间的距
离。无偿代发粮食直补、“新农保”
等各类补贴资金，把惠民政策送到
了千家万户。 (季海)

禹城农商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获5项殊荣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贺莹莹) 近
日，记者从德城区建设局了解到，2014年
度确定的8个棚户区改造项目正顺利施
工建设，其中马庄、米市街、陈公和解放
北大道环卫处宿舍4片区项目主体建设
已完工。本次棚户区改造任务共惠及民
众2326户，拆迁面积28 . 5万平方米，新开
工安置房建筑面积36 .78万平方米。

据了解，新建的保障性住房将从
根本上解决原有居住环境“脏、乱、差”
问题。居民出行条件和社区绿化环境
也将极大改善。为保障该项目顺利进
行，区建设局统筹考虑，科学规划，结
合目标实际，实施了池口片区、马庄片
区、米市街、解放北大道环卫处宿舍、
邹李片区、大东关片区、火车站二期、
陈公片区8个棚户区改造项目。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王立青) 3月份以来，经济
技术开发区教育局开通了全区中小学
教育专网，建立了数字化校园，并于新
学期正式启用，实现教育资源共享。

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教学一线中挑
选了122名教学成绩突出的教师。这些
教师涵盖了中小学各个学科，他们根
据教学进度，提前一周精心设计导学
案，并上传教育专网。上传的所有导学
案经教研人员审核保存后，全区中小
学教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随
时下载。

据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局的工作
人员说，计划利用2至3年的时间，逐步
上传优秀课件和微课视频，全区学生
可在家中随时学习，听老师讲课将不
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禹城>>

育龄妇女免费查体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王乐伟)
29日，记者了解到，禹城市2015年实现
育龄妇女健康查体城乡全覆盖，将城
区、农村所有育龄妇女都纳入免费健
康查体范围。

据介绍，2015年开始，禹城市将城
区、农村所有育龄妇女都纳入免费健康
查体范围。同时，免费项目由原来简单
的查环、查孕，拓展到乳腺病、妇科病检
查和子宫附件B超检查、量血压、测体重
等服务。今年起，禹城市对国家免费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实现城乡全覆盖，对城
区计划怀孕的夫妇也开展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服务，使更多的计划怀孕夫
妇享受到计划生育优惠政策。不仅如
此，服务项目也增加了艾滋病筛查。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杜玉梅)

在27日举行的迎接国家卫生
城市复审公共场所“四小”专
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
会议上，数量多、范围广、基础
差、经营人员复杂等“四小行
业”的各类问题引起多方讨
论，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尽快推动标杆单位建设，
从而推动“四小行业”治理。

3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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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的摸底调
查，各相关部门已建立工作
台账970家，其中，经济技术开
发区和运河经济开发区“四
小”单位166家，德城区“四小”
单位804家。整治攻坚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

然而，“四小行业”数量多、
范围广、基础差、经营人员复
杂等问题，整治进展较为缓
慢。“面广、量多，还有一些经营
业主不配合整改，整治进度缓
慢。”德城区卫计局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他们将加大联合执
法，同时加快标杆单位的建
设，从而推动“四小行业”治理。

德州市卫计委副主任王
振东表示，为圆满完成迎复审
工作，要将“四小”行业专项整
治作为迎复审各项工作的重

点来突出抓好。下一步，要严
格督查通报制度，同时加大问
责力度，对思想认识不到位，
消极应付的单位和个人，一律
进行通报批评；对工作不力，
责任不落实、直接影响复审迎
查进度的单位和个人，严格追
究责任。同时，要尽快落实标
杆单位建设工作，并探索建立
起一套有效的长效管理机制，
如聘用卫生协管员，分组分区
对整治区域进行巡查，发现问
题，立即要求整改。

本报3月29日讯 (记者
徐良) 今年1-2月，德州市工
业投资完成74 . 7亿元，增长
18 . 6%，比上年同期提高6 . 9
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制造业投
资数额翻倍。

1-2月，德州市工业投资
完成74 . 7亿元，增长18 . 6%，

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
3 . 9个百分点，占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重为56 . 2%，比上
年同期提高6 . 9个百分点。

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担负着德州工业结构调整的
重要任务，一直是投资重点关
注的领域，今年以来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势头。1-2月，装备制
造业投资完成17 . 1亿元，增长
19 . 4%，快于全部工业投资增
速0 .8个百分点，快于全部投资
增速4 . 7个百分点。其中，汽车
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等行业增速较快，分别
增长103.3%、44.1%和38.1%。

1-2月，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投资完成19 . 4亿元，增长
40 . 6%，快于全部投资增速
25 .9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高
新技术投资占全部高新技术
产业投资的比重达到95 . 1%，
这将对全市制造业的结构调
整升级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26日，市供水公司带领德州学院的
部分学生前往第四水厂参观工艺流程。

本报记者 贺莹莹 摄
长见识学常识

29日上午，德州市公安局在中心广
场进行防电信诈骗宣传活动，普及防电
信诈骗常识。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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