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5抢鲜看2015年4月7日 星期二 编辑：常学艺 美编：任上上今 日 德 州 <<<<

县市区新增

绿色建筑项目

中职汽修大赛

6月中旬举办

德州职院新增

20个鉴定职业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王明婧 ) 今年6月中旬，德
州市将举办2015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雪佛兰杯”汽车运用
与维修技能大赛。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是全国学校职业技能水
平展示的最高赛事，已举办
8届，这次是首次在一个城市
同时举办5个赛项。

德州市作为省级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试验区，连续六
年举办省级汽修技能大赛，
2013年德州市将申办全国职
业院校中职汽车运用与维
修技能大赛作为重中之重，
多次赴天津、无锡等大赛承
办地考察学习，最终获得赛
事承办权。2015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技
能大赛将于6月中旬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以及台湾、香
港、澳大利亚的37个代表团、
160多个汽车生产厂家、设备
厂家、零部件厂商，约3000多
人参加，赛事时间3天。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刘克政
赵阳) 近日，德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下文同意批
复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技能鉴
定所新增太阳能利用工、电
气设备安装工、汽车维修漆
工等20个鉴定职业(工种)，目
前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范围已
达到58个，成为德州市鉴定
职业(工种)最多的职业技能
鉴定所。

此次获批新增鉴定许可
范围必将促进学校“特色名
校”建设和鉴定工作的开展，
为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
就业准入制度、健全和完善
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提供政策
保障。

免营业税后房源挂牌增加 公积金冲抵还贷下月开始

市民健身有望私人定制 一季度保障房开工超三成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 央行、住建部、银监会
3月30日联合下发通知，规定
对拥有一套住房且相应购房
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购二
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
为不低于40%。且购买2年以
上(含2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
售的，免征营业税。6日，记者
了解到，此政策对于二手房
来说是实质性利好政策，但
是与一二线城市不同的是，
政策并未带来二手房涨价。

“新政颁布后咨询量和交
易量上升，但是价格上并未有
变化。”一房产中介马经理称，

政策的发布增强了买卖双方的
信心，对于降低库存量有积极
影响，价格没有变化但议价空
间降低。

记者了解到，之前的营
业税大多由买家负责或者买
卖两家平分，以一套成交价
格为1 0 0万元、房本满2年但
未满 5年的中心城区普通二
手住房为例，新政实施前，过
户交易时的营业税需要按照
1 0 0 万元全额征收，以税率
5 . 6%来算，则需要缴纳5 . 6
万元。而新政实施后，过户交
易时可享受免交营业税的优
惠。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 6日，记者在德州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今
年的住房公积金冲抵还贷业务
将于5月20日开展，想往账户里
面补充资金的市民需要5月10
日之前把钱存入账户，避免银
行到不了账无法冲抵。

工作人员称，已经签订委托
还贷协议书的贷款职工，无需再
次签订；贷款后尚未签订委托还
贷协议书的，需在5月20日前到
原申请贷款的业务办理网点签
订协议，本年度冲抵才会生效；
另外，办理冲抵业务的缴存职
工，贷款还款中没有逾期，住房

公积金必须缴存至本年度3月
份，否则不予冲抵。在按年冲抵
还贷时，提取还贷人的缴存账户
保留不少于最近3个月月缴存额
之和的余额后，共同冲抵人的余
额之和大于月还款额的三倍的，
可直接用账户内余额冲抵贷款
本金。冲抵金额不足的，冲抵业
务将延迟到账户内金额达到规
定后的年份冲抵。

贷款人有闲置资金，希望
提前部分还款的，可向个人公
积金账户补充资金用于冲抵，
需在5月10日前完成，5月10日
后补充的资金，冲抵延迟至次
年冲抵日。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窦新民 ) 4月4
日，全市体育工作会议召开，今
后德州将推动科学健身云平台
建设，为群众量身定制运动项
目，逐步实现群众健身科学化
和智能化。

“面对亚健康的身体，越来
越多的市民开始重视健身，但
运动健身是需要长期坚持的，
并应根据个人的不同身体状况
来制定健身目标，在科学健身
方面市民还很迷茫。”德州市体
育局工作人员称，针对目前市

民健身运动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的特点，德州今后将大力推动
科学健身云平台建设，打造智
慧健康城市品牌。邀请相关专
家就德州市智能健身管理云平
台项目进行充分论证，制定工
作机制和建设路径，建设智能
健身管理云平台系统，加强对
健身群众的数据收集、体质测
定等方面的服务，逐步实现群
众健身运动科学化、智能化。据
悉，科学健身云平台可以根据
每个人的体质科学制定不同的
健身方案。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贺
莹莹 通讯员 陈太雷 ) 近
日，记者了解到，2015年，省分
配下达德州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新开工任务16380套(户)，截至
一季度，全市新开工保障性安
居工程5268套(户)，开工率为
32 . 2%，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
超三成。

据了解，2015年，省分配
下达德州市保障性安居工程
新开工任务16380套(户)，其
中，新增公共租赁住房2 3 8 0
套 、完 成 城 市 棚 户 区 改 造

14000户；基本建成任务8000
套 (户 )；新增租赁补贴任务
466户。德州市住建局积极落
实分配任务，共分解落实保
障性安居工程项目 5 5个，其
中，公租房项目11个、棚户区
改造项目44个。截至一季度，
全市新开工保障性安居工程
5 2 6 8 套 ( 户 ) ，开 工 率 为
32 . 2%；连同往年结转项目基
本建成1 7 7 0套 (户 )，任务完
成率为22 . 1%；新增发放廉租
房补贴 1 5户，任务完成率为
3 . 2%。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贺莹莹) 近日，记者在全市
建筑节能工作座谈会上了解
到，2015年建筑节能要点主
要集中在新建建筑节能、绿
色建筑、既有居住建筑供热
计量及节能改造、墙体材料
革新等七个方面，其中，绿色
建筑方面，推动绿色建筑规
模化发展。每个县(市、区)至
少新增1个绿色建筑项目，面
积不少于5万平方米。

新建建筑节能方面，全
面执行居住建筑节能75%、
公共建筑节能 6 5 %设计标
准，设计阶段标准执行率
100%，施工阶段标准执行率
不低于99%。绿色建筑方面，
建立绿色建筑全过程监管体
制，贯彻落实绿色建筑强制
推广政策，认真执行绿色建
筑相关标准规范，推动绿色
建筑规模化发展。

4月6日，在减河湿地风景区内，工作人员忙着清
理河边枯草，防止河水上涨影响环境。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清枯

4月6日上午，工作人员正在运河公园东侧人
行道安装护栏，防止车辆乱占人行道。

本报记者 徐良 摄
禁停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徐良)
1995年4月18日，德州由德州

地区转为地级市。近日，记者从
德州市统计局获悉，建市20年
来，德州农民收入增长逾10倍。

1995年建市初期，德州的农
业属于典型“靠天吃饭”的农业生
产模式。经过近20年的发展，德州
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 9 9 5年的
337 . 4万千瓦上升到2014年的
1439 .89万千瓦，增长了4倍多，排
灌动力机械增长了29%，农村用
电量增长2 .9倍。2009年德州粮食

生产达到“吨粮田”，到2014年全
市粮食总产实现“十二连增”的历
史纪录。2014年德州蔬菜面积和
产量均居全省第三，食用菌养殖
面积和产量位居全省第一。

农村基础设施方面，截至
2014年，德州市用于农林水等事
务的财政支出达352718万元，相
比1995年的4801万元，增长了近
75倍，年均增长率为25 . 7%。尤
其是近几年，农村通水、通路、通
电话、通宽带和通电工程建设明
显改善。统计显示，全市7986个

自然村全部实现了通水、通电、
通电话、通有线电视、通宽带和
通汽车。其中自来水受益的村已
达到7932个，占全部行政村的
99 . 3%，基本实现全覆盖；通宽
带的自然村个数达到7955个，覆
盖率达到99 . 6%。生产生活用
电、电视电话和汽车实现全覆
盖。

统计资料显示，2014年德州
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2135元，
相比于1995年建市初期1148元增
长了超过10倍。农村居民收入增

幅超过城市居民2 .1个百分点，城
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 0 1 3年的
2 . 28：1缩小到2 . 24：1，收入差距
进一步缩小。截至2014年，全市每
百户农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
为洗衣机92台、电冰箱86台、汽车
11辆、移动电话199部，基本达到
每家都能拥有一台洗衣机，两部
移动电话的水平，相比于1995年
全市每百户农民家庭洗衣机11
台、电冰箱3台、照相机2架、摩托
车5辆，农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很
高的新台阶。

农业生产改变靠天吃饭模式

建建市市2200年年农农民民收收入入增增1100多多倍倍


	N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