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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光光如如此此明明媚媚，，奔奔跑跑吧吧爱爱情情！！
本报三月三相亲会开始报名啦

明明自己想搭车

反诬别人肇事逃

今今年年中中考考容容易易题题型型比比重重增增加加
整体考试变得相对简单一些

好险

2015年，为抢抓全年工
作主动权，夏津农信社扎实
开展以“耕耘春天，梦圆农
商”为主题的春天行动，坚
持早谋划、早动员、早组织，
强化措施，加大考核，积极
拓展筹资市场，存款业务实
现较快增长。截至3月20日，
存款余额为53 . 47亿元，较
年初增长5 . 49亿元；存款新
增市场占有率达到59%。

全力争取政府支持。一
是深挖财政性存款。夏津作
为省集中支付试点县，到
2014年末各科局约4亿元资
金集中至国库实行预算内
统一管理，对资金组织工作
造成巨大压力。该联社以纳
税贡献度、支持地方经济发
展为切入点，多次向县政府
进行专题汇报，争取政策帮
扶，年初县政府利用资金杠

杆调控财政性存款5000万
元由他行转入信用社。二是
深化对接力度。形成班子成
员对接县委县政府、各信用
社对接与乡镇党委政府，各
客户经理对接所辖村村委
的分层营销格局，整合资
源，集中公关。三是抓住时
机，增点扩面。利用县政府
增设政务大厅时机，形成

《申请承办城镇职工医疗养
老保险请示》，向县长进行
了专题汇报，成功进驻政务
大厅设点，并做好社保、房
管、建设局等科局对接，为
后续低成本存款组织工作
奠定了基础。

加强存款基础管理。一
是强化存款基础服务。开展
以“优质文明服务”为主题
的作风建设活动，在营业网
点完善营业大厅收费标准

牌、存款利率公示牌、网银
体验区，增强服务监督评价
机制，进一步加大了网点服
务培训、检查力度，通过卫
生评比、监控检查、召开通
气会、专题培训等方式切实
带动了门市存款增长。二是
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印制宣
传折页3万份、宣传条幅31
个、宣传海报3千份、定制宣
传车3辆，组织人员进村入
户宣传；以滚动字幕、播放
过年宣传片等方式进行电
视宣传，营造了良好舆论氛
围，社会知名度得到了进一
步提高。三是加大电子银行
拓展力度。通过电子银行业
务拓展带动了存款增长，截
至3月20日，银行卡存款余
额较年初增长0 . 46亿元。

努力扩大营销覆盖。一
是积极公关他行客户。将他

行存款作为揽储新的增长
点，出具专项办法，公关他
行协理员、代办员及大户存
款。截至3月20日，已吸收他
行客户存款5300余万元。二
是加大协理存款营销力度。
在严格农金员管理基础上，
充分发挥农金员人熟、地熟
优势，挖掘潜力，调动工作
积极性。截至3月20日，协理
存款较年初增长7500万元。
三是抓住春节返乡资金组织
旺季的有利时机，各信用社
专门组织揽储队伍，实行主
动对接，推动基础客户群和
储蓄存款稳定增长。四是发
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正向激
励为主，扩大存款考核占比，
同时设置存款进度奖励，并
指导网点实行二次考核，形
成全员参与、人人有责的揽
储氛围。 (许本根 杨焱)

夏津农信社助推存款增长售抵顶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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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行李架，倒车雷达。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张磊 通
讯员 滕兆来 ) 夏津侯某回家途中
因电动车的电力不足，便抓住过路三
轮车后车厢搭“顺风车”。不料途中被
甩受伤，气愤之下谎称三轮肇事逃逸。
细心民警发现破绽后，通过调取电子
监控拆穿了侯某的把戏。

5日上午 8时许，夏津交警接到
“受害人”侯某报案，称自己在国道
308线被一辆农用三轮车撞伤，肇事
车辆逃逸。民警勘查发现，侯某的电
动车虽然损坏，但唯独侯某所说被撞
的后车轮完好无损，没有剐蹭痕迹。
民警感到事有蹊跷，经过调取侯某回
家途中的民用电子监控，结果发现侯
某曾抓住那辆三轮车后车厢行驶。经
民警追问，侯某终于承认了谎报警
情。

原来，事发当天回家时，在离家
还有20多里地电动车的电力就不足
了。正在发愁的时候，忽然一辆载满
货物的三轮车匀速驶来。侯某灵机一
动，用左手顺势抓住了三轮车的后车
厢，因有货物遮挡，三轮车司机也没
有发现他。三轮车突然向右拐弯，侯
某措手不及摔进了路边的坑内。事发
后，受伤的侯某恼羞成怒，想要把这
笔账算到三轮车司机头上，所以就报
了假警。

本报4月6日讯 (记者
王明婧 ) 桃花盛开的时刻，
你还是单身吗？春光明媚，鸟
语花香，转身间，身边是否还
少一个她(他)？本报与共青
团德州市委联合举办的公益
相亲大会即将开启，即日起
接受报名，期待有缘人千里
来相会！

恍惚到了该结婚的年
龄，几乎每个月都能接到朋
友、同学、同事们的结婚邀请
函，不时还要参加新生儿的

百日宴。份子钱随了不少，自
己还在单身行列，面对父母
的唠叨，您是否感到焦虑？恋
爱、结婚、生子……被同龄人
落下一大截，您是否有压力？
频繁和不同的人见面相亲，
依然没有心仪对象，您是否
不止一次在内心呼喊，未来
的人到底在哪里？

本报连续四年举办相亲
大会，成功为多对单身男女牵
线搭桥。今年春天，本报再次
送上真诚祝福，希望您在此遇

到另一半，尽快脱单！相亲大
会全程免费，工作人员会为每
位报名者，免费制作个人资料
展板，悬挂于活动现场的个人
资料展示区。相亲会当天请您
自带纸笔，遇到意中人的资料
展板，将您的联系方式写下，
贴在意中人展板上便于联系。
活动现场会设置互动环节，让
您在玩得开心的同时，增加与
异性的接触和了解，提高配对
成功几率。

即日起免费报名，并诚征

合作伙伴，联系方式：1 .可到
董子文化街北首齐鲁晚报今
日德州编辑部填写报名表；2 .
加入齐鲁晚报今日德州相亲
会群(群号181605318)下载报
名表，填好后传给管理员；3 .
也可在齐鲁晚报今日德州官
方微信(qlwb-jrdz)留言，或私
信 官 方 微 博 ( h t t p ：/ /
weibo.com/qlwbjrdz)，留下联
系方式；4 .联系电话报名：拨
打 报 名 热 线 2 6 0 0 0 0 0 ，
15206903036。

4月4日上午，在德兴北大道水文队附近，一辆轿车直接冲到路边绿化带，一棵小树被撞
断。据现场民警称，事发后司机很快就离开了。 本报记者 张磊 摄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王乐伟
通讯员 张朝晖) 6日，记者了解到，
德州市卫计委将2015年定为“医疗急
救能力提升年”，将进一步完善急诊
急救体系建设，提升医疗急救能力，
并将以中医药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
革为重点，全力推动中医药参与深化
医改。

记者从全市医政和中医药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2014年，德州市全面推进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标准化建设，医疗质量
和安全进一步巩固，同时，创新性开展
医学高地建设和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医
疗服务同质化水平明显提高。

2015年，德州市卫计委将以中医
药优势病种收费方式改革为重点，全
力推动中医药参与深化医改；以发挥
中医药预防保健特色优势为重点，全
面提升德州市健康服务业发展水平；
以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全力
增强中医药继承创新能力；以实施健
康文化推进行动为重点，全力推进中
医药文化建设。

中医药优势病种

收费方式有变化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王
明婧 ) 日前，2015年中考考
试说明出炉。今年中考考生是
2011版新课标的第一届毕业
生，此次修订增加了初中与高
中教学衔接版块，易、中、难的
比例为5：3：2，除了物理和地
理科目外，容易题型比重增
加，考题相对变得简单了。

今年语文中考命题以全面
考查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宗旨，
不仅考查学生的语文知识和能
力水平，还要关注掌握语文学
习方法的情况以及在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方面的发展状况。今

年语文分值不变，阅读和写作
仍是重头戏，难易程度上有所
变化，题型、内容与难度等向高
考靠拢，对传统文化的关注是
近年语文命题的方向，在试题
中会有所体现。去年易、中、难
之比是3：5：2，今年调整为5：3：
2，由此看出，今年语文考试内
容会容易很多。

今年的数学考试也变简
单了，容易题型占一半左右，
中档题约占三成，整体难度系
数控制在0 . 6左右，而去年为
0 . 65。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
是考察的重心，占考试内容的

八成以上。七个解答题的分值
占考试总分的一半以上，包括
计算题、证明题、应用性问题、
实践操作题、拓展探究题等不
同形式。

本着初高衔接的原则，英
语试题题目类型和分值进行了
个别调整，容易题的分值占据
一半，比去年简单多了。听力分
值有所提高，试题由20个增至
25个，分数也变为25分，单项选
择题目减为10个，分数减少为
10分，其余题型分值不变。考试
的内容及要求涵盖语言知识和
语言运用两大内容，其中语言

运用中加入“说”的内容，要求
考生在听力部分渗透口语表达
的题目中，做出适当反应，如能
用英语表演短句等。

主科以外的科目中，物理
和地理题型变难，较易试题的
比重减少，较难试题增加一
成。化学试题难易比例不变，
考试内容以学生使用的教材
为主，兼顾各种版本教材但不
受教材内容的约束。思想品德
增加安全教育考试内容，比例
约占一成，时事政治和八年级
教材的试题比例略为减少，试
题难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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