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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促整改

烟花爆竹企业

抽查工地下达

7份整改通知书

纳纳税税信信用用优优劣劣直直通通银银行行档档案案
A级可享服务套餐，D级将被列入黑名单

城乡环卫一体化年底全覆盖

一一个个月月彻彻底底““歼歼灭灭””农农村村垃垃圾圾

一季度工业增速全省第三 新能源公交最高可补70万

大公证服务

将覆盖城乡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贺莹莹)
4月8日至13日，德州市质监站组

织开展了全市在建工程质量大检
查，并对检查结果公布，19日，记者
了解到，此次对全市378个在建工程
进行了抽查，共抽查工程24个。检查
过程中共签发建设工程整改通知书
7份，提出整改建议26条，从检查情
况看，全市在建工程实体质量平稳
向好，但部分项目工程实体质量水
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据了解，检查的重点是各县
(市、区 )保障性安居工程和住宅工
程，检查内容包括在建工程质量终身
责任承诺书、违法使用“麻钢砂”、“瘦
身钢筋”等伪劣建材情况，在建工程
地基承载力、桩基检测、主要受力构
件质量强度、高强钢筋应用、建筑节
能施工质量、质量常见问题防治等情
况。检查过程中共签发建设工程整改
通知书7份，提出整改建议26条。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徐良
通讯员 王树勇) 近日，记者从德
州市安监局获悉，为防静电引发各
类生产安全事故，德州市要求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开展隐患治理，不符
合相关标准规定的企业，要在7月底
前完成整改。

落实省相关规定，严密防范静
电引发各类生产安全事故，预防静
电是重中之重。德州市要求各县
(市、区)对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相关
人员的进行培训，督促企业做好导
静电设施建设和安全管理。

另外，组织企业开展涉药机械
设备直接静电接地、涉药工作台防
静电材料铺设和间接静电接地、涉
药工器具、危险场所入口人体静电
释放(指示)装置、危险场所作业人
员穿着防静电服装等方面的排查和
安全检测工作。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刘振
通讯员 闫晓溪) 近日，德州召开
全市公证工作会议，今年将巩固扩
大公证业务，建立城乡全覆盖的公
证法律服务体系，同时加强公证质
量建设。

今年将巩固扩大公证业务，实
行办证数量和业务收费月月通报制
度，稳步提高公证业务数量，加强与
金融部门联系，做大金融公证业务，
加强与乡镇司法所、便民服务中心
联系，建立城乡全覆盖的公证法律
服务体系。

“加强公证质量建设，严格落实
公证质量监管责任制，完善公证机
构每季度自查、市局每年定期检查
制度。”德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员称。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曲冰) 4月17日
上午，德州市国税局、德州银
行举行了“税银互动，助力企
业发展”签约仪式。这意味着
今后德州市A级纳税信用企业
将能享受到市国税局和德州
银行联手打造的“税银互动”
服务套餐，近期A级纳税信用
企业名单将予以公布。

据介绍，税银服务将本着
“自愿、便民、信息交换”的原
则开展。即A级纳税人可以按
自身需求自愿选择，并免费享
受税银服务；税银双方根据部
门职责，结合各自工作性质，
本着服务便民原则，为A级纳
税人提供便利、放心的税银服

务；此外，双方建立信息交换
机制，将每年进行一次信息交
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建立
信息交换渠道，推动纳税信用
资源与银行信用资源的有效
对接。

德州市国税局纳税服务
科负责人李文燕介绍，在信息
交换方面，市国税局依法定期
向德州银行提供纳税人的纳
税信用信息，提供A级纳税人
名单和列入“黑名单”的D级
纳税人名单，德州银行将信
息 整 合 至 当 事 人 的 信 用 档
案，双方就涉及的涉税信息
遵循及时、准确、保密和共享
的原则。对依法诚信纳税的A
级纳税人，德州银行根据其

合理资金需求、资信情况、偿
债能力等优先提供各类优质
金融服务；对“黑名单”中的D
级纳税人，德州银行将在融资
授信等方面审慎处理，以防范
金融风险。

在联动服务方面，根据框
架协议内容，市国税局和德州
银行将分别对A级信用纳税人
给予优惠措施。国税局将为A
级纳税人提供6项纳税服务，
分别为主动向社会公告年度A
级纳税人名单；一般纳税人可
单次领取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
用量，需要调整增值税发票用
量时即时办理；普通发票按需
领用；AAA级信用级别的纳税
人，除享受以上措施外，还可

以由税务机关提供绿色通道
或专门人员帮助办理涉税事
宜；协调银行等金融机构，为
纳税人贷款、融资提供税收信
用证明服务；税务机关与相关
部门实施的联合激励措施，以
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取的
其他激励措施。

德州银行将对A级纳税人
实行4项激励措施：在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德州银行信贷
政策的前提下，优先考虑为企
业增加授信额度；在评选信用
贷款客户时优先考虑；企业类
客户可享受乙方“快易贷”产
品的所有优惠条件；为符合条
件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办理

“自主贷”业务。

本报4月19日讯(记者 王
乐伟) 日前，德州市召开全市
乡村文明行动城乡环卫一体化
工作推进会，记者了解到，2015
年底德州市要实现城乡环卫一
体化镇村全覆盖，全市各县
(市、区)政府安排专项资金，用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开展农村
存量垃圾集中整治专项行动。

按照会议要求，德州将严
格按照“户集-村收-镇运输-县
处理”的运转模式，建立城乡环
卫一体化工作长效机制，打通

运转系统中村收集镇运输这
两个重点环节，村级做到将各
家各户的垃圾收集起来，乡镇
将各村收集起来的垃圾及时
清运出去。已经建立转运站和
配备垃圾转运车的乡镇，确保
各村垃圾能够及时清运处理。

另外，按照全省城乡环卫
一体化全覆盖的认定标准，即
每 1 0 - 1 5户一个垃圾桶、每
1000人配备2-3名保洁员的要
求，配齐配足设施人员，还没
有配备相关设施设备的，尽快

规划，确保6月中旬前投入使
用。农村地区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乡村环卫规范标准，完善
环卫保洁、垃圾收运作业管理
制度，将作业的区域、时间、质
量和负责人等进行公开。

在开展的农村存量垃圾
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中，按照

“六面净”，即“路面、地面、坡
面、墙面、水面、树面”的要求，
打一场彻底的垃圾歼灭战，把
村内存量垃圾、“三大堆”解决
掉，把村边、路边、河边、房前

屋后的存量垃圾清理干净。清
理出来的存量垃圾转运到规
范的垃圾处理场进行处理，对
清理后的区域，利用当前有利
时机及时绿化、硬化，配套垃
圾收集设施。

据了解，今年德州市将设
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按照省
里电话调查结果及全覆盖认
定情况，对城乡环卫一体化实
行奖补。在探索市场化运作的
同时，引导群众支持参与农村
卫生保洁系统运行。

本报4月19日讯 (记者
徐良 ) 近日，记者从德州市
统计局获悉，一季度德州市规
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增加值
4 2 6 . 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 . 47%，增速居全省第3位。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2 . 47%，股
份制企业增长12 . 47%，外商
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2 . 08%。

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1 . 92%，制造

业增长11 . 55%，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9 . 1%。

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产销率达到98 . 2%，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28 . 46亿元，同比增长9 . 62%。
一季度德州市规模以上工业
累计完成增加值426 . 2亿元，
同比增长11 . 47%，增速居全
省第3位。3月份当月完成增加
值 1 6 3 . 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 . 13%，增速居全省第5位。

本报4月19日讯 (记者
贺莹莹 ) 近日，山东省财政
厅发布《山东省节能与新能源
城市公交车示范推广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着重加大纯电
动、插电式混合动力、超级电
容纯电动公交车的补贴力度，
购置一辆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最高可获财政补贴70万元。全
市所有县市区全部纳入补贴
范围。

据了解，新办法出台以
前，购置纯电动、插电式混合

动力、超级电容纯电动公交车
只享受国家补贴，没有省级补
贴。此次新办法规定，公交企
业购置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在
获得国家补贴的基础上，省财
政将按照最高不超过国家补
贴的60%再给予省级补贴，补
贴标准为购置10米以上纯电
动城市公交汽车，省财政按40
万元/辆给予补贴；购置8米
(含)至10米(含)纯电动公交
汽车，省财政按35万元/辆给
予补贴。

近日，在武城县龙四路上，一辆拉有三轮车的小型货车卡在限高杆下，司机师傅称卡在距离城区较
远的半路上，让人有些措手不及。 本报记者 王小会 摄卡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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