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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下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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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

免费查两癌

投诉类诉求

同比下降

为应对经济新常态下
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
要求，不断增强全体干部员
工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推动
各项任务目标更好地完成，
打造出一批具备优质服务、
锐意创新、业务精湛、开拓
进取优良素质的员工队伍，
推进全县农村信用社稳健
经营、稳步发展，夏津农信
社推行全员持证上岗制度，
带动全员学习培训，创建学
习型企业。为使全员整体素
质得以提升，保持任职资格
的连续性，夏津农信社做到

“三到位”，确保全员上岗资
格考试顺利开展。

强化宣传发动，确保全
员认知到位。一是要求全面
把握通知文件内容。岗位资

格等级考试通知下达之后，
夏津农信社要求全员立即
对通知要求进行梳理，明确
根据各岗位职能，分为经营
管理、综合、信贷、会计、科
技和电子银行、资产、监察
保卫、审计8个专业，各专业
划分三个等级。同时明确未
取得岗位资格证者，不得竞
聘岗位，不得晋升职务。组
织岗位竞聘时，对新入围员
工将严格审查岗位资格证
的持证情况和专业岗位等
级，将其作为申报条件的重
要参考依据。二是及时传达
通知文件精神。在前期梳理
的基础上，及时将细化的文
件内容下达至辖内网点，明
确全体在岗员工根据所从
事的岗位申报考试专业，可

同时报考多个专业岗位，夏
津农信社根据考试考核成
绩颁发相应的岗位资格等
级证书，激励全员踊跃报
名，确保文件精神传达到
位。三是开通咨询热线，对
通知文件中理解不到位或
有建议的地方，员工可随时
向农信社反馈，农信社将根
据实际情况在一定范围内
进行细化或调整，注重公
平、公正，调动员工报名积
极性。

明确岗位条件，确保全
员理解到位。一是按照要
求，对从事岗位工作年限、
年龄、学历、自身业务能力
等综合条件进行严格把关，
分层分类设定获取资格证
书条件。二是对未报名的人
员进行个别谈话，询问原
因，正面激励，充分激发全
员参考热情。三是完善评价
机制，制定标准明确、易于
操作、科学合理的岗位职

责，量化和细化考核指标，
明确持有岗位资格证书多
或专业岗位等级高者，竞聘
资格审核优先。

及时督促指导，确保备
考学习到位。为提高全员岗
位资格认证考试通过率，夏
津农信社加强参考人员督
导力度，确保备考学习到
位。一是将参考题库《山东
省农村信用社合规知识题
库》进行打包压缩下发到网
点，要求考试人员认真复
习，保证复习资料有依有
据，不偏离考试重点。二是
利用每周二、四晚上集中学
习时间，强化督导检查力
度；利用每日晨会时间，要
求会计主管带领本社全员
相互提问测评。三是强化员
工学习紧迫感。夏津农信社
定期通过飞信下发“备考小
提示”，通过互动方式增强
员工学习紧迫感。

(杨焱)

夏津农信社“三到位”
开展全员持证上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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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个城建项目开工率近7成

石石家家园园棚棚户户区区安安置置楼楼已已封封顶顶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李榕) 4

月14日，记者从德州市12345市民热线
管理办公室获悉，截至4月13日，市民
热线今年共受理市民有效投诉179057

件 。其 中 ，直 接答 复 1 2 5 7 3 0 件 ，占
70 . 2%，转交各承办单位办理53327件，
占29 . 8%，转办事项按期回复率98 . 7%，
办理结果回访满意率90 . 3%。

在179057件中，资讯类诉求比例
增高，比去年同期上升了5 . 8个百分
点，达到62 . 8%；种棉补贴、新消法等新
出台的政策法规、职能部门的办事流
程等方面的咨询占较大比重；投诉类
诉求下降，从去年同期的8 . 3%下降到
2 . 9%。此外，由于前期气候干旱和国家
调整补贴政策、暂缓发放等，使得农业
经济类诉求比去年同期上升2 . 5%。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乐伟)
14日，记者了解到，德州市印发关于进
一步落实《德州市农村适龄妇女“两
癌”检查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
自2015年起，利用五年时间，为全市10

万35-64周岁农村户籍妇女全部进行
“两癌”免费检查。

通知指出，为确保“两癌”检查质
量，明确由各县(市、区)妇幼保健机构
作为“两癌”检查的主要负责单位，初
查地点为方便群众，就近设在乡镇卫
生院。

根据要求2015-2019年，农村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实现县(市、区)全覆
盖，建立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和
贫困“两癌”患病妇女救助长效机制。
以后，每五年一个周期对全市农村适
龄妇女进行“两癌”免费检查。

科技职业学院建

八极拳培训基地

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王明婧
通讯员 马东) 近日，“山东德科八
极拳培训基地”、“山东禹城市八极拳
研究会”在德州科技职业学院揭牌。该
基地将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系统、科学
培训八极拳学员，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传承和发展八极拳的历史文化。

八极拳于2010年入选第二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入德
州市第四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扩展名录，在德州市、全国具有
广泛的历史性、影响性和传承性。德州
科技职业学院建立八极拳培训基地，
将对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
积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洪楠 ) 5
月1日起，包括山东在内的9省
区济南等10个海关启动丝绸
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
体化改革，打破关区界限，打
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际
物流“黄金通道”。丝路区域
通关一体化改革，将实现进
出口企业“一地注册、多地报
关”，极大降低企业物流成
本、便利企业通关。德州海关
作为济南海关的隶属海关，
将同步启动改革，届时德州
市两千余家进出口企业可自

主选择通关方式。
自2015年5月1日起，丝绸

之路经济带海关启动丝绸之
路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
化改革。公告指出，丝绸之路
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
通关方式适用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企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各口岸海关进出口的货物。丝
绸之路经济带企业可自主选
择向经营单位注册地、货物实
际进出境地海关或其直属海
关集中报关点办理申报、纳税
和查验放行手续。企业可根据
实际需要，自主选择口岸清

关、转关、区域通关一体化等
任何一种通关方式。公告要
求，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区域
通关一体化将取消丝绸之路
经济带报关企业跨关区从事
报关服务的限制，允许报关企
业“一地注册、多地报关”；允
许区域外报关企业在区域内
设立的分支机构，在区域海关
直接报关；允许许可证件证面
签注口岸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任一口岸的货物(除国家明确
实施口岸限制管理措施的货
物外)，在区域内任一海关办
理申报验放手续。

据介绍，丝路区域通关一
体化改革实施后，企业可通过
电子口岸，自主选择向丝绸之
路经济带沿线任一海关提交
报关信息，对需要实施查验的
货物，可由企业根据物流实际
需求，自主选择查验地点，彻
底解除了以往申报口岸、通关
模式和查验地点等限制。企业
可自由选择空运、铁路、陆路
等联运方式，申报放行后，企
业无需办理纸面签章放行手
续，口岸监管场所、港务部门
直接凭电子放行信息办理提
货、发运手续。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颜伟) 14
日，记者在德州市住建局了解
到，2015年中心城区共安排城
建项目六大类83个，计划总投
资153 . 16亿元。截至目前，57
个 项 目 开 工 ，开 工 率 达 到
68 . 7%，累计完成投资14 . 63
亿元，占计划总投资的9 . 6%。
目前，石家园棚户区安置楼已
封顶。

记者了解到，民生改善方

面 ，共 7 个 项 目 ，年 度 投 资
35 . 74亿元，完成投资1 . 04亿
元。德城区池口家园安置项目
一期建设20万平方米，正在
进行基坑支护，运河经济开
发区石家园棚户区安置楼已
封顶，商业楼主体施工至10
层；粮局棚户区正在进行内
外装及配套管网建设；运河
大社区20栋住宅楼已封顶，6
栋正在主体施工；七中安置楼
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文化建设及公益事业方
面，共3 1个项目，年度投资
18 . 65亿元，完成投资1 . 13
亿元。京沪高铁德州综合客
运站续建项目内外装修工程
主体已完工，屋面板、防火涂
料全部完成，空调工程、弱电
系统正在调试。中心城区公
交停车场建设项目袁桥公交
枢纽与规划部门进一步论证
项目选址；德州火车站广场续
建项目基槽验收完毕，塔机安

装完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共 1 5个项目，年度投资
6 . 2亿元，完成投资598万元。
天衢路下穿京台高速工程路
槽开挖基本完成，快车道与
慢车道之间的石砌挡墙完成
30%。景区生态建设方面。共
9个项目，年度投资5 . 7 6亿
元，完成投资1 . 2 9亿元。岔
河滨河路绿化工程土方工作、
灌溉系统全部完成，绿化种植
工作完成69%。

棚车上路 12日下午，在东方红路新华书店路段，一辆载着巨形广告棚的电动三轮车堵在了路口，因载物
超宽影响交通，交警部门将车暂扣，并罚款600元。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张亚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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