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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德 州 <<<<

3300余余家家网网吧吧将将转转型型升升级级
有望提供票务和代缴水电费等服务

蓄水近尾声

水位渐恢复

不良贷款

一季度双升

220000余余小小区区下下月月完完成成整整治治
要求做到不乱搭乱建乱堆乱摆

热热烈烈祝祝贺贺德德州州益益友友公公司司与与德德州州富富路路车车业业
110000辆辆风风光光车车团团购购交交车车仪仪式式圆圆满满成成功功

4月10日，德州益友商贸有限公司
与德州富路车业有限公司100台风光
330交车仪式圆满成功。交车仪式在德
州市皇明太阳谷微排酒店举行，交车仪
式现场100台风光车装扮一新，气势恢
宏，拱门、刀旗烘托着愉快的气氛。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风光330
实用型的具体表现。

M P V 上 半 年 销 量 增 长 达
55 . 44%，遥遥领先于其它车型。新紧
凑型MPV东风风光330于2013年5月
超值上市，为车市更添火热。随后东
风小康公司吹响MPV钜惠风暴集结
号，倾心回馈广大消费者。

东风汽车45年的造车经验和20
多年与国际品牌合资合作经验，铸就

了风光330外观、内饰及动力等方面
的多重优势，真材实料打造中国最具
性价比的MPV。

比外观 欧风设计时尚大气

风光330融合中德设计理念，采
用钻石型切割大灯、大横幅前进气格
栅等设计元素配合灵动车身线条，欧
风设计让其在视觉方面时尚又大气。
首先从外观上，风光330便以浓重的
欧洲情调占得先机。

比动力 1 . 5升DK发动机缔造巅峰

风光330没有为了降低价格在发
动机配置上节约成本，而是配备了全
新研发的1 . 5升DK发动机，输出115

匹巅峰动力的同时畅享7 . 1升的百公
里油耗，高效节能环保，为你的驾驶
增添无尽欢乐。

比内饰 潮流搭配玩味风格

风光330在内饰色彩搭配方面为
银黑手法，加上更有质感的座椅设计，
赋予了风光330更好的视觉感受，加上
LCD自发光仪表板、电动车窗、车载
CD、手动空调、立体声环绕音响等丰富
配置，风光330全面迎合了大家追逐潮
流的需求，彰显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1 . 5升风光330其性价比在同级
竞品中无可匹敌，真材实料打造超值
MPV。详情请咨询东风小康德州益友
4S店，咨询热线：2219111。 图为风光车团购交车仪式现场。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王
乐伟 ) 3月23日，本报曾刊发

《水位明显下降 风景区露浅
滩》报道德州部分景区水位下
降严重。12日，记者了解到，经
过半个多月的蓄水工作，目前
景区水位逐渐恢复。

12日上午，记者在长河公
园风景区看到，景区湖体水位
较之前明显上升，虽然气温有
所下降，但仍有一些市民在公
园游玩。“前段时间在这散步的
时候，都能看到一些露在外面
的石头，现在好了，水面又升上
来了。”东建花园的宋先生说。

“明月湖景区从3月26日开
始蓄水，同长河公园风景区一
样，从锦绣川风景区调水，现在
水位明显上升。”德州市明月湖
风景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说。

德州市长河公园风景区
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近期虽然下了几场雨，但降
雨量有限，因此只能依靠蓄
水作业恢复景观水位。长河
公园湖体蓄水结束后比前期
水位增长1米左右。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徐
良 通讯员 赵瑞) 近日，记
者从德州银监分局了解到，
2015年一季度，全市银行业资
产负债保持稳定增长，盈利增
速放缓，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
贷款率“双升”。

截至2015年3月末，全市银
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
2 8 0 7 . 5 5 亿 元 ，比 年 初 增 加
226 . 32亿元，同比多增98 . 56亿
元。本外币负债总额2700 . 93亿
元，比年初增加224 . 14亿元，同
比多增92 . 48亿元。

其次，不良贷款有所反弹，
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

“双升”。2015年3月末，全市银
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
40 . 13亿元，比年初增加3 . 02亿
元；不良贷款率2 . 65%，比年初
升高0 . 10个百分点。

此外，银行业利润持续保
持增长，但增速放缓。2015年3

月末，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
现净利润8 . 79亿元，比去年同
期少盈0 . 68亿元。

本报 4月 1 2日讯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关鹏 ) 12
日，记者在居住小区创卫迎复
审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德州
市房产管理中心物业办制定
居住小区(含老旧、“三无”小
区改造工程)环境综合整治整
改技术要求，要求小区内无乱
搭乱建、乱堆乱摆等六乱现
象。共有90余家有资质的物业
企业参加，涉及中心城区200

余个小区，五月底前全部完成
整改。

据了解，此次共有90余家
有资质的物业企业参加，涉及
中心城区200余个小区，对小区
卫生、道路、照明、除“四害”等
情况制定新的整改要求。

其中卫生方面，要求建立
日常保洁制度和队伍，配备数
量足够的密闭加盖垃圾收集
容器，容器要完好整洁，垃圾

密闭收集运输，垃圾日产日
清。无敞口垃圾池(箱)，无垃
圾外溢现象。小区内无占道经
营现象，无违规饲养家禽、家
畜、宠物现象。公共厕所要求
设施齐全，整洁卫生。道路方
面，要求道路硬化，路面要求
干净整洁，无杂物和卫生死
角。绿化要求无斑秃、枯死等
现象。公共照明系统要求亮
化、正常运行。排水设施要求

正常运行，确保排水畅通。
另外，无“六乱”现象。要求

小区内无乱搭乱建、乱堆乱摆、
乱拉乱挂、乱停乱放、乱贴乱
画、乱扔乱倒现象。要求病媒防
治有工作计划、有管理人员、有
防鼠设施(毒饵站要环小区设
立，每个毒饵站间距为20-30
米)、有消杀药品，定期开展消
杀活动，蚊、蝇、蟑密度控制在
国家标准以下。

本报4月12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亿勇 晓明) 4
月11日，德州市互联网上网服
务行业转型升级推进会召开，
记者了解到，本月底前，全市将
有30余家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
完成转型升级试点工作。

近年来，由于竞争激烈，利
润微薄，多数网吧企业经营困
难，甚至转让贱卖，关门倒闭，
经营者面临着突出的生存问
题，因此，违规违法经营现象屡
禁不止。为扭转行业现状，去年
以来主城区有10余家网吧进行
了转型升级。

陈强是爱尚网咖的负责

人，从事网吧行业已经19年，经
历了德州网吧行业从兴盛到衰
落的各种滋味。在他的印象中，
1997年的网吧还是以“电脑游
戏厅”的形式存在，当时市区仅
有两三家“电脑游戏厅”。他的

“电脑游戏厅”也在1999年成为
全市第一家互联网网吧，2002
年网吧行业曾达到一个顶峰，
最多的时候全市约有200余家
网吧，陈强也曾在市区拥有5家
网吧。

随着家庭电脑和手机移动
终端的迅速普及，网吧行业发
展面临困境、大幅萎缩已经是
不争的事实。“2004-2006年是

最难干的三年，上网费曾降至5
毛钱一小时，我5家网吧也仅剩
1家。”陈强坦言，曾想跳出这个
行业，传统网吧亟需重新规划、
重新整合。“去年5月份开始筹
建，11月份营业，转型后的网咖
采取多元化经营模式，目前已
经初见成效。”

在首批网吧成功转型升级
的基础上，市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局倡导更多的互联网上网服
务行业转型升级。4月底前，德
城区将有不少于5家互联网上
网服务场所完成试点，其他县
市区也将有3家互联网上网服
务场所作为试点进行转型升

级。“转型升级可以简单地概括
为多元化经营和提升改善上网
服务场所的环境和形象两种类
型。”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相
关负责人称，以多元化经营为
例，改变以机时收费为主的经
营模式，将包括在互联网上网
服务场所提供安心简餐、手磨
咖啡、热茶售卖等便民餐饮服
务；经营小超市；建立社区便民
IT服务站；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或
公益服务，免费为社区老年人提
供计算机知识培训，为顾客提供
购买火车票、飞机票、代缴水、
电、煤气费等便民服务，为农民
工、残疾人等代买车票等。

市区已经转型的网吧内景。 李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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